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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园面积分布及土地资产明细表
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

序号 校区
土地使用

权人
坐落位置 面积（ｍ２） 折合亩 发证或取得日期 土地证号

１
校本部

江苏大学 丹徒路３０１号 ９１８１２５．７ １３７７．１８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０２１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镇澄路王龙桥旁 １４６０３．３ ２１．９ ２００１－０７－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１）字
第０２１００８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北侧 ７６９４４６ １１５４．１６ ２００４－０６－１６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字
第１１４７９１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１７２１０．５ ２５．８２ 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镇国用（京２００６）
第１１５９１８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４１７２．７ ６．２６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９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３８９７．８ ５．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８号

小计 １７２７４５６ ２５９１．１７

２
北固校区

江苏大学 镇江市京口区医政路 ８２７ １．２４ １９９７－０５－１６ 镇国用（京９７）字
第０１５号

江苏大学 镇焦路２号 ６４９８９．３ ９７．４８ ２０００－０６－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６９号

江苏大学 东吴路２０号 ２１５０．９ ３．２３ ２０００－０６－２９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８４号

小计 ６７９６７．２ １０１．９５

３
梦溪校区 江苏大学 梦溪园巷３０号 ４４３７８．２ ６６．５７ ２０００－０７－１５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８７号

小计 ４４３７８．２ ６６．５７

４ 中山校区 江苏大学 中山西路６３号 ３２８０６．５ ４９．２１ ２００４－０７－２８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字
第１１４８７９５号

５ 附院老

门诊部
江苏大学 解放路３０７号（老门诊部） ６６６６．７ １０ ２０１１－１２－０６ 镇国用（京２０１１）

第１２４３２号

上述合计 １８７９２７４．６ ２８１８．９

６
江大附院

江大附属

医院
解放路４３８号（住院部） ２３６０７．４ ３５．４１ ２００２－１０－２８

江大附属

医院
解放路３０７号（住宅地） ４５１．１ ０．６８ ２００４－０８－２３

小计 ２４０５８．５ ３６．０９

全校总计 １９０３３３３．１ ２８５４．９９

（撰稿人：郇　强　核稿人：许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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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舍情况

编
　
号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ｍ２）

计

其中

危房
当年

新增校舍

被外

单位借用

正在施工

校舍建筑

面积

非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

合计
独立

使用

共同

使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１２８３２８３ ６８７８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２ ６２１３８１ ２０７９

　　教室 ３ ２２２４９０

　　图书馆 ４ ５０９６６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５ ２８０６４９ ２０７９

　　专用科研用房 ６ ３２３５３

　　体育馆 ７ ２６７１１

　　会堂 ８ ８２１２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９ ３９１６１

三、生活用房 １０ ５３６１１７ ４６６６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１ ４３１８６１

　　学生食堂 １２ ３８４４４

　　教工宿舍（公寓） １３ ３４２５６

　　教工食堂 １４ １４４０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１５ ３０１１６ ４６６６

四、教工住宅 １６ ２７２８６ １３３   

五、其他用房 １７ ５９３３８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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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
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学校的统

一部署，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好实

验室管理、仪器设备采购、仪器设备管理和

维修等服务工作，为学校科研、教学提供合

格实验动物，确保各项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和

落实，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目前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下设：实验室管理科、设备供

应科、设备管理科、综合管理科和实验动物

中心等５个科室、中心。现有人员２８名，其
中处长１名，副处长２名，副调研员２名，科
长４名，副科长１名，员工１８名。
【实验室管理工作】 １．实验室建设方面。
组织各实验室进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实验室建
设经费设备购置计划的制订；积极参与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审核性评估工作；配合学

校机械专业认证，并督促相关的实验室做好

各项认证准备工作；承办“江苏高校虚拟仿

真教学中心建设经验交流（培训）会”，积极

推进科研实验室中心化工作。２．仪器设备
资产管理。注重落实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

有关规定，按合同、发票审核各类设备信息。

２０１５年新增设备５４４７台件，金额达９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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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调拔设备 ２４６台件，处理报废申请
２４２０台件，２２０８万元。目前，全校在账仪
器设备资产达８．８９亿元，７５２９０台件。按
时完成省教育厅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实验室信息
及仪器设备信息上报工作。３．大型仪器共
享平台建设。继续抓好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的建设，及时做好上校网、市网、省网的

工作。学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网站运行状

况良好，共收录１０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
备４７１台，设备值达２亿多元，可以预约运
行２５０台，加入江苏省大仪网１７９台件、镇
江市大仪网 ２１７台件、镇江新区平台 １０１
台。积极配合科技处做好江苏省科技厅“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提供仪器设备数据信息，

进行相关数据汇总，填报科技创新情况调查

表，特别是对５０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进行资料的整理，共上报１２５台。根据省教
育厅的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实验室数据统计工作
的要求，对全校符合考核条件的４０万元以
上大型仪器设备共１７５台进行了效益评价，
总平均分 ７５．７，优秀率为 １７．１％，良好率
５１．４％，合格率１３．１％，大型仪器设备利用
率比往年有所提高。４．实验室队伍建设。
注重加强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实验

室人员的实验技术水平，及时通知实验人员

参加各类培训。组织实验室分管院长、实验

室主任、实验室技术人员近１００人参加江苏
省科教仪器设备会展。组织相关专业及职

能部门负责人近２０人参加“２０１５中国国际
智慧教育展览会”及实验室信息管理经验交

流会。５．实验室安全工作。配合做好“平
安校园、示范高校”创建工作，提供实验室安

全方面的相关材料，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检查力度。积极协助“危化品中心”做好危

险化学品的合同签订、审批购置、使用管理、

废物回收等各项工作，加强危化品的日常管

理，经常到各学院检查督促。随时了解兄弟

院校实验室安全方面的相关信息，及时通知

做好实验室安全方面的工作，确保全年全校

实验室安全无事故。６．实验室管理绩效考
核。落实《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暂

行办法》，组织对全校３１个实验室进行实验
室管理绩效考核，总评成绩良好以上。

【设备采购工作】 积极推进优势学科、中

央专项等各项目的执行，严格执行学校招投

标相关规章制度和我处自主招标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了部门自主采购项目的操作流

程，并实现了部门自主采购所有项目的信息

公开。１．加大供应科人员业务知识的培训
力度，使供应科工作人员进一步掌握从事本

职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２．规
范了自主采购项目的操作流程，发布“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关于自主招标信息发布的

说明”，规范了自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

（公示）、招标文件、中标公示、询价公告、询

价结果公示等格式，完全参照学校招标项目

的规范实施。上半年，实现了自主招标项目

的信息公开；下半年，对于５万元以内项目
均要求发布询价公告。实现了部门自主采

购项目信息的全部公开。全年发布招标公

告、公示、询价公告等１３２条，发布中标结果
及询价结果公示 ６５条。３．规范了自主招
标项目的资格审查方式，专门成立资格审查

小组，专人负责，对潜在投标人的确定更加

规范、公开、透明。全年组织部门自主招标

项目资格审查 ８５场次。４．规范了部门自
主操作项目的评委确定方式，实现了经办人

员对确定评委环节的有效回避，使评委的确

定更加规范。５．认真学习《政府采购进口
产品管理办法》及财政部、江苏省财政厅相

关通知，按规定对学校采购目录之内及限购

的进口产品进行申报审批，获批后再组织招

标采购。已申报扫描式激光测振仪、体三维

速度场仪、磁控溅射镀膜仪、精度活细胞二

维三维打印系统等项目。６．根据江苏省财
政厅《关于在部分省级预算单位试行网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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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采购的通知》（苏财购〔２０１５〕２９号）文件
要求和学校《关于试行网上商城采购的通

知》的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按规定
对符合网上采购的仪器设备，在全校试行网

上商城采购。已执行采购计划１４笔，网上
采购金额２０．９万元。７．坚持招标工作安
排的计划性，做到周周有计划，事事有落实。

８．坚持每周召开招投标工作例会，从招标
方式的确定、招标文件的审核、资格审查到

招标投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以例会讨论

确定的形式予以解决，更加客观、更加公正。

９．用好合同管理系统，实现所有项目管理
的信息化，实现了所有合同登记的信息化，

实现了所有付款管理的信息化，实现了查询

统计的信息化。有效保证各项项目执行及

统计的准确性。１０．做好本部门校内信息
网的信息发布，在学校网站发布信息公告

１３条。同时，做好部门网站的维护，全年发
布部门新闻、通知等信息２０条。协助领导
完成２０１５年南京国际展览的招商、参展，协
助处领导完成年终实验室绩效考核，以及完

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１１．截至 １２月
底，全年安排开标、洽谈、复议２２０多场次，
签订合同 ３００余份，合同总金额 ６８００余
万元。

【设备管理工作】 １．提高效率，强化设备
管理工作。加强实验室与设备的管理，做到

“不漏掉一个环节，不耽误一项工作”，有力

地保障了全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

严格执行合同，及时做好催货、提货、安装、

验收、建账、付款工作，同时加大对合同执行

的清理力度，新购设备验收后，及时规范地

进行账务处理工作，全年付款金额达

７６００万元。积极配合财务处、镇江税务司
事务所进行国内采购教学科研类设备退税

工作的申报、验证工作，全年共计退税金额

达４６０万元。２．全年采购进口设备１５０台
套，合计金额约 ４００万美元，签订合同 ８５

份；及时接受新购入设备 ３００余次，１０００
多台套，并且协助学院老师进行初步验收和

设备安装。３．严格按照学校设备报废程
序，集中处置学校陈旧老化彻底报废仪器设

备２０００余件。严格审核设备的报废，最大
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坚持“能用则

用，能修则修，变废为宝”的原则，节约学校

的建设资金和各学院实验室场地。严谨、科

学地落实设备处置程序，最大限度地回收处

置资金。机械专业在１０月份接受了专业认
证，这是学校首个接受认证的专业。在新设

备的接受和报废设备的处置上做了大量工

作，得到了机械学院的认可。４．规范操作，
认真做好进口设备商检工作。努力做好进

口设备的机电证申请、免税、商检等工作。

做好镇江海关进口设备的稽查工作。针对

监管期限内减免税货物的进口、保管及使用

情况严格自查，积极开展自查工作，确保无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做好镇江商检局

对我校部分进口机电产品抽检准备工作，抽

检合格率 １００％。在进口设备的验收工作
中，严格把好资金安全关，确保学校资金的

安全；同时抓好进口设备的保险关，确保进

口设备的安全。

【综合管理工作】 １．做好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工作，并努力为学校节约维修经费。设备

维修保养是为了延长设备正常运作周期，把

常见的故障发生率降到最低。我处对设备

维修申报单及时安排维修，充分利用校内强

有力的技术力量和校外供应厂家的优势，保

证设备在“良好、稳定、安全、有效”的状态

下运行，围绕“节约型校园建设”的主题，为

学校节省了维修费用，强化了使用单位设备

维修责任意识。我科室对维修申报单进行

完善，增设使用单位领导确认审批环节。全

年维修、维护仪器设备共计５２００余 台
（件），使用维修经费５００万余元。确保设备
的正常使用，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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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力的保障。２．加强合同档案规范
管理。随着学校设备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加，

学校对各项目完成情况、项目操作的规范性

及合同档案规范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０１５年我处累计签订合同 ３００余份，合同
数量较往年有所下降但执行总金额却高于

往年，大型、精密、高端仪器设备的购置及使

用管理正逐渐成为今后的工作重心。２０１５
年，从中央专项、优势学科检查审计到下半

年校纪委、国资处、审计处等部门对我处自

主招标项目的检查来看，合同资料的完整性

和日常管理等方面较往年均有很大程度的

提升。自本年度起，对照合同交接清单进行

资料的核对接收，确保接收资料的完整性。

对合同管理系统中登记的合同及时审核，对

接收的合同材料进行及时扫描和上传，实现

合同资料的电子化存档和查阅，工作效率极

大提高。配合校内相关部门对所需项目资

料进行调阅。与校档案馆做好２０１３年度合
同资料交接，２０１４年度合同资料装订成册，
２０１５年度合同资料核对。３．认真履行好处
办公室职能。认真做好印章管理工作，严格

各类印章的使用手续。认真做好招投标收

费、核对、登记，并与合同相对应。做好办公

系统的收发工作。坚持正确传递、快速流

转、准确无误的工作原则，做到文件不积压、

不丢失、不泄密，从而使得办公系统文件收

发工作始终保持畅通、高效的运行状态。做

好文件、报刊收发工作，及时登记、签收、传

达办公系统中各类文件和通知。联系并协

助校职能部门做好教职工组织、人事、科研

等相关工作。４．修订、新增相关制度。
２０１５年是制度建设年，根据要求和形势变
化，新增了《江苏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办法》《江苏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管

理办法》《江苏大学突发实验动物生物安全

事件应急预案》，修订了《江苏大学实验动

物管理办法》《江苏大学仪器设备管理

办法》。　
【实验动物中心工作】 １．切实保证全校教
学和科研用实验动物供应。全年实验动物

中心积极组织生产实验动物，充分满足教学

和科研需要。供应教学用兔 ５０００余只，
大、小鼠 ３万余只，蟾蜍 １０００多只，豚鼠
４００只以上，圆满完成本年度教学供应要
求。２．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已经良好运行。
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公共服务平台建

成并高效运行。从今年起，中心可以开展

１５００多项动物实验。全年为开展动物实验
技术人员提供实验技术培训服务８２人次，
接纳动物实验项目１１２项、服务单位１５家。
可靠的实验动物，配套的仪器设备，将会迎

来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来中心开展实验，从

而可提高实验动物中心的知名度。本年度

对外供应实验动物和科研项目收益良好，全

年收益达２０万元以上。３．规范管理，成效
显著。在学校统一领导下，建立了江苏大学

实验动物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和具

体的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队伍。在全校发布

《江苏大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应急预案》。

迎接省动管办组织的专家对江苏大学实验

动物生物安全应急预案实施工作的督查，专

家们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考察等，

对学校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

定通过检查。４．强化自身建设，提高队伍
素质。进一步建立健全实验动物中心各项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强化劳动纪律。每个

工作人员岗位明确，分工到位。中心工作

虽有分工，但分工不分家，所有人员团结协

作，实现团队化运作。全年中心工作人员

参加校外培训和校内培训计２０人次以上，
为中心平台的高效运行提供了人力资源

保障。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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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仪器设备添置、分布情况及金额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合计 ５４５１ ９６９９０５５８．３１

１０１ 党委办公室 ２ ３５００．００

１０２ 纪委监察处（纪委办公室） ５ ２３９９５．００

１０３ 组织部（党校） ６ ４２１８０．００

１０４ 宣传部（新闻中心） ９ ４１４８７．００

１０５ 统战部 １ ４４３０．００

１０６
退休教职工管理处（老干

部工作部）
２ ５５５９．００

１０８ 研究生处 ４ ５４２４８９．００

１１０ 工会

１１１ 团委 ６ １０２８００．００

１１３ 关工委

１１８ 校办实体

２０１ 校长办公室 ２ ３９７８０．００

２０２ 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３ ２３１２０．００

２０３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
３ １０８７９．００

２０５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７ ６６４６０．００

２０６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１８ ６５５１０．００

２０７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１８ ７５６３５．００

２０９ 学生工作处 ９ ８６４４９．００

２１０ 财务处 １０ ６１１５８．００

２１１ 审计处 ７ ７８６５０．００

２１２ 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７ ７６４７９８．００

２１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２０ １３５６２７９．５８

２１５ 后勤管理处 ３ １１８９９．００

２１６ 医学部 ３ １０８００．００

２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处 ４ １９１２６．００

３０１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３３７ １６６４５６１０．０６

３０２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生物

机电工程研究院）
１３９ ６３６３４４２．５０

３０３ 科学研究院 １７ ８９７９７．７０

３０４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４２ １８８８７０．００

３０５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１５ ５８２２４．００

３０６ 分析测试中心

３０７ 工程技术研究院

３０８ 镇江工程技术研究院

３０９ 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

３１０ 东海汽配研究院

３１１
江苏大学生物质能源研

究院

３１２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

调创新中心

３１５ 新农村研究院

３１６
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３１７ 能源研究院 ４１ ２３５２５４６．８９

４０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７５ ８９５２８０２．６９

４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１６０ ６９６３９１８．８９

４０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５１ ２３８０６１４．４４

４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５８ ９６１６５８７．０２

４０５ 电气工程学院 ３０３ ４５０２９４０．５２

４０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７９ ４９７５４７．００

４０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４９ ３５４５００２．６４

４０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９１ １７５９６４１．２４

４０９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１３ ２２７０１８０．１６

４１０ 临床医学院（暂不用）

４１１ 医学院 ３８７ ６５２８６８４．１１

４１２ 药学院 １４０ １８７８３２７．８１

４１３ 理学院 １３２ １４６８１３０．９０

４１６ 外国语学院 １３４ １０５２５１８．２５

４１７ 艺术学院 ３８ ５９７８６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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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４１８ 管理学院 １１５ ８８０２５４．００

４１９ 财经学院 ６０ ６０５０２４．２９

４２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７ ４５５３７７．００

４２１ 京江学院

４２２ 继续教育学院 ３２ １８８４８０．００

４２３ 海外教育学院 ７３９ １４６４１７９．００

４２４ 体育部 ７６ １７７１８７．００

４２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１４８ １６９６０２７．７３

４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３ １７９２６．００

４２７
４３０

文法学院 １６ ５３６２５．００

５０１ 档案馆 ５３ ４２５６６０．００

５０２ 图书馆（科技信息研究所） ２８ ２８１８９９．６３

５０３ 出版社

５０４ 杂志社

５０５ 附属医院

５０６ 后勤集团 ５８８ ３４３６８３４．００

５０７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８ 信息化中心 １６０ ２１２０５７０．００

５０９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５１０ 附属学校 ２ ４４００．００

５１１ 职工医院

５１２
基础工程训练基地（机

电总厂）
１５ ３３６９５０．００

５１３
工程训练中心 （工业

中心）　
３３７ ３６５０１５３．００

５１４
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１２ ４５７７３．００

５１５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

公室

５１８ 语言文化中心

６００ 其他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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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收入情况】 ２０１５年学校收入共计为
１５９５３８．６７万元，比２０１４年净增２９１９６．２１
万元，增长２２．４０％。财政拨款本年度为
８６４２２．７２万元，同比增加了 １２２５１．９１万
元，增长１６．５２％，占总收入的５４．１７％。事
业收入２０１５年为４４８２９．５８万元，同比增加
了２３９１．７９万元，增长５．６４％，占总收入的
２８．１０％。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１０１１．９６万
元，主要为京江学院上缴教学工作管理费、

附属医院转入设备费及其他上缴款。上级

补助收入１４０万元。经营收入１０１５７．１５万
元，其中饮服中心９８５４．９４万元，其余为司
法鉴定所和校内交通车收入。其他收入

１６９７７．２５万元，其中：非本级财政拨款
１７６．５万元，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３２１．６６万
元，租金收入３７３．２１万元，捐赠收入１４７９
万元，图书折让收入１３２．３８万元，京江学院
上交资源使用费５０００万元，校内部门其他
服务收入 ３５０３．４７万元（板图租金、测试
费、查新费、中标服务费等），购买国有设备

退增值税４９６．６９万元，后勤集团对外服务收
入１４４８．７３万元，其他零星收入 ４０４５．６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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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收入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年实际数 ２０１４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１４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８６４２２．７２ ７４１７０．８１ ５４．１７ １６．５２

上级补助收入 １４０．００ ３３１．２ ０．０９ －５７．７３

事业收入 ４４８２９．５８ ４２４３７．７９ ２８．１０ ５．６４

经营收入 １０１５７．１５ ６．３７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０１１．９６ １３９．４３ ０．６３ ６２５．７８

其他收入 １６９７７．２５ １３２６３．２３ １０．６４ ２８．００

合计 １５９５３８．６７ １３０３４２．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０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年预算数 ２０１５年实际数 ２０１５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５９５１９．６４ ８６４２２．７２ １４５．２０％

上级补助收入 １４０．００

事业收入 ２６４６５．００ ４４８２９．５８ １６９．３９％

经营收入 １０１５７．１５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０１１．９６

其他收入 ３１１００．００ １６９７７．２５ ５４．５９％

合计 １１７０８４．６４ １５９５３８．６７ １３６．２６％

【支出情况】 ２０１５年支出总额为１５６７７６．９５
万元，比 ２０１４年增加 ２１６１０．７０万元，增
加了１５．９９％。其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合计为 １４７０９１．５０万元，占总支出的
９３．８２％。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１９．１４万
元，占总支出的 ０．０１％。基本支出和项目
支出明细如下：工资福利支出 ２０１５年为
４７７２９．５０万元，同比增加４４６３．６６万元，增
长１０．３２％，占总支出的３０．４４％；商品和服
务支出２０１５年为３６３３８．８１万元，同比增加
１５１７．０６万元，增长 ４．３６％，占总支出的

２３．１８％；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２０１５年
为３２５１７．６７万元，同比增加 ３２１３．７１万
元，增长 １０．９７％，占总支出的 ２０．７４％；
债务利息支出 １５８７．２９万元，同比减少
５４２．６９万元，减少 ２５．４８％，占总支出的
１．０１％；基本建设支出 １９５．３７万元，同比
增加１７５．３７万元，增长８７６．８５％，占总支出
的０．１２％；其他资本性支出为２８７２２．８６万
元，同比增加３３０１．０４万元，增长１２．９９％，
占总支出的１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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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事业支出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年支出数 ２０１４年支出数 比２０１４年增长数（％）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４７７２９．５０ ４３２６５．８４ １０．３２％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６３３８．８１ ３４８２１．７５ ４．３６％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３２５１７．６７ ２９３０３．９６ １０．９７％

基本建设支出 １９５．３７ ２０ ８７６．８５％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８７２２．８６ ２５４２１．８２ １２．９９％

债务利息支出 １５８７．２９ ２１２９．９８ －２５．４８％

合计 １４７０９１．５０ １３４９６３．３６ ８．９９％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事业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年部门预算数 追加专项支出 ２０１５年实际数 ２０１５年完成支出（％）

基
本
支
出

工资福利支出 ４１２６０．９５ ６９９．００ ４７７２９．５０ １１３．７５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０９５３．６５ ２８８０９．３６ ９３．０７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２５６５０．０４ ２４６１４．６５ ９５．９６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４０５．４９

基本支出小计 ９７８６４．６４ １０１５５９．００ １０３．７７

项
目
支
出

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５１００．００ ２２９１４．０８ ２９８２９．００ １０６．４８

基建项目支出 １４１２０．００ ３２９０．００ １５７０３．５０ ９０．２０

项目支出小计 １９２２０．００ ２６２０４．０８ ４５５３２．５０ １００．２４

合计 １１７０８４．６４ １４１９０．２５ １４７０９１．５０ １１２．０５

【净资产构成情况】 ２０１５年年末，学校净
资产总额３７３８９２．２６万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
３０６９０．０７万元，增长 ８．９４％，占总资产的
８１．８４％。其中：事业基金为１４８２０．９４万
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１４８０１．７６万元；非流动
资产基金３４３５１９．９４万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
５２０４０．６５万元，增长１７．８５％，占净资产的
９１．８７％；专用基金７５７２．８７万元，比２０１４
年增加２６７３．６９万元，增长５４．５７％，占净
资产的２．１６％；财政补助结转７７７２．５３万

元，比 ２０１４年增加 ２４４８．６万元。增长
４５．９９％，占总资产１．８１％；非财政补助结
转为２０５．９７万元，需要说明的是，非财政补
助结转在 ２０１４年年末为 ４１４８０．６０万元，
２０１５年年初由于科研项目支出变更为基本
支出，相应地，非财政补助结转部分也转到

事业基金中，２０１５年年初非财政补助结转
调整为０。

（撰稿人：卢桂成　核稿人：孙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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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固定资产情况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结存）

编码 名称
结存

数量 金额（元）

１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５１７ ２００６２２０１１７．０７

２ 通用设备 ６８４８２ ８３５９０８２０１．８６

３ 专用设备 ５１８８ ５２４５２０８０．４１

４ 文物和陈列品 ３１８ ４２１０６１９．６１

５ 图书、档案 ２３７７４９４ ８６１１４７８１．５２

６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２５４７８２ ８９０８２４３６．４７

合计 ２７０６７８１ ３０７３９８８２３６．９４

（撰稿人：黄爱华　核稿人：赵喜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资产情况

编号

占地面积（平方米）

计

其中：

绿化用

地面积

运动场

地面积

图书（万册） 计算机（台）

计
其中：

当年新增
计

其中：教学用计算机

计
其中：平

板电脑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校产权 １ １９０３３３３１２５３４９１ １２６２４７ ２９１．１１２８ ８．５７８９ １５４９９ １０７３３ ４２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编号

多媒体教

室座位数

（个）

语音实验

室座位数

（个）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计

其中：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资产值

其中：信息化

设备资产值

计
其中：

当年新增
计

其中：

软件

甲 乙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学校产权 １ ５３１ ４１９ ３０３６９５．８７７５９６０．９１ １００７２．２９ １８７２９．１６ ２１７５．９８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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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作综述

　　在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在全体财会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财务处全面完成了年初

制定的《财务处 ２０１５年主要工作目标》。
２０１５年完成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１．全面
执行新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和加强会计

核算工作。按照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的

要求对会计科目进行了调整，新老制度顺利

衔接；制定了新的项目大类分类方法，对所

有的项目重新进行了分类、编号，通过财务

项目和会计科目的挂钩，为规范项目管理和

明确项目开支范围奠定了基础；组织新高

校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学习、培训工作，

对会计报销中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做出补充

规定。进一步明确银行账户对账的责任人，

及时解决未达账项，落实双签制度。完成了

２０１４年的预算执行及决算的现场审计工
作。做好退税及免税的工作，完成设备退税

４００多万元。２．加强校内预算的编制和过
程控制。在预算编制时，财务处认真分析学

校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和经费收支现状，坚持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总要求和“统筹兼

顾、保证重点、勤俭节约”的总原则，加大校

内资金与财政专项资金的统筹力度，在保证

基本支出的基础上，重点支持内涵发展和国

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设计了新的预算项

目体系，明确各项目大类的用途和开支范

围，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预算执行的控制；

在加强预算责任落实、加强项目实施管理，

管好用好专项资金方面，借鉴基建修缮经费

管理的经验，成立教学设备经费管理小组和

学科建设资金管理小组。下半年，根据预算

执行情况，财务处及时提出预算调整方案，

报党委常委会批准；严格执行化债计划，完

成债务的转贷和提前还贷工作，超额完成本

年的化债计划。３．加强制度建设，起草了
《江苏大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江苏大

学票据管理办法》，修订了《江苏大学预算

管理办法》《江苏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等；

配合有关处室在制度建设中就经费管理和

会计处理问题提出建议。４．进一步加强科
研经费管理，制定了《关于对科研项目经费

实行预算控制的通知》。从２０１５年１月起，
除平台类和产学研合作类科研项目外，新的

科研项目预算全部录入财务系统，按照国家

科研经费的支出分类对每个支出项目实行

“预算控制”，保证了科研经费预算的有效

执行。编制了《江苏大学科研经费使用手

册》，对科研经费的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开

支范围及注意事项、外拨经费、经费使用审

批等环节做了详细的说明。下发了《关于研

究生科研劳务费与助研津贴启用“酬金系

统”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通知》，实现了研究

生科研劳务费与助研津贴全部直接发放到

个人银行卡。和科技处一起分析了目前学

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及执行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加强对科研经费

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随机抽取涵盖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

人文社科项目、省科技厅项目、横向科研项

目共２３个科研项目，从项目经费立项、经费
支出、票据使用、会计核算等全部环节进行

稽核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

了相应的整改措施。５．加强主要的财政专
项资金的管理。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方面主要完成了三项工

作：一是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的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清
理，认真核查项目内未核销的预借款项，起

草《江苏大学关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高校发
展专项资金全面清理情况的报告》。二是

１１月 １１—１２日，联合设备处和审计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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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４年下达的中央财政支持地
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逐

项检查，重点检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财政

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和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清理和检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加快了专项

的执行进度，提高了专项的实施效率。三是

完成了２０１５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专项１０个项目的预算申报工作。在优势学
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方面，与研究生院共同

商讨统筹策略，加大对优势学科专项的统筹

力度，对２０１５年优势学科项目统一按照总
经费的２０％进行统筹，用于学校相关学科
的人才引进和师资培养。配合研究生院完

成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６个学科
建设项目２０１５年度预算的上报工作。２０１５
年是省特色品牌专业专项实施的第一年，结

合其他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的经验和教训，财

务处主动与教务处沟通，召开相关负责人会

议，解释专项资金管理政策要求，提前介入

预算制定，指导预算编制，为专项的有序开

展打下良好的基础。６．建立了会计稽核制
度。会计稽核是会计内部检查和监督的有

效手段，上半年，财务处制定了《会计稽核制

度》，明确稽核工作的工作职责和权限，并围

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进行了首次会计稽核，

系统地梳理了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形成

专门的稽核报告；下半年，围绕“科研经费

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了稽核，就发现的问题

讨论整改措施，规范业务处理流程。从

２０１５年起，会计稽核将形成一种制度。
７．加强财务信息化建设。完成网上预约
３．０版本的系统升级工作。通过此次网上
预约版本的升级，以财务系统为核心，对目

前使用的各财务子系统进行了集成和优化，

实现了工资系统、收费系统、酬金系统、无现

金系统人员信息的实时同步，同时实现了网

上预约系统、酬金系统、财务系统、无现金系

统业务数据的实时传送，业务流程更加优

化，内部控制更加规范，完善了现有的批量

支付体系，为进一步推广网上预约系统奠定

了良好基础。网上缴费平台持续推进。在

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网上缴费平台的使用范
围进一步扩大，在学费、教材费及其他培训、

考试收费等收费的应用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推进科研项目财务预算与信息在科研系统

与财务系统的共享，已完成科研系统与财务

系统对接方案的设计。优化高级财务平台

信息查询功能，对项目的查询实行分组管

理，人员根据自身角色不同，可获得不同的

项目查询权限。已设置负责人查询、实践教

学类项目经费查询、审计查询、审计（部门）

查询等组别，相关人员无需再提交申请，即

可查询相关项目经费，方便了相关人员根据

不同需要查询项目经费。８．加强国库资金
的计划管理和往来款的管理。及时制订资

金的用款计划和化债计划，确保按要求和进

度完成国库专项资金的申请和使用。根据

单位的资金余额情况和资金支付计划及时

上缴非税收入，并做到及时返还。利用新旧

会计制度转换时机，在会计核算上细化往来

款的核算，将支付给单位的货款和个人的日

常借款分开核算，规范核销代码的编制规

则。年终根据财务决算的要求，发布了《关

于清理往来款的通知》，向相关单位发放了

暂借款清单，及时清欠了部分借款。对无法

支付或不需支付的长期挂账的应付款转作

学校收入处理，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加

强银行存款对账的管理，督促在规定的时间

内进行对账，及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

表，并要求对调节表中的长期挂账的未达账

项，查明原因、及时清理。９．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三

严三实”要求，努力为教职工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印刷了《江苏大学财务报销指南》

《江苏大学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手册》和《江

苏大学网上预约流程》宣传彩页，将以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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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同时挂财务处网站供师生员工阅览参考。

针对师生员工关注的报销方面的热点问题，

到文法学院、材料学院等单位宣传解读财务

报销的政策，解答师生关心的财务问题，加

强了与学院之间的沟通。为防止“报销排长

队”，推行科研经费实行网上预约报账，同时

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处理能力和水平，组织

必要的加班，１２月份的报销量虽然突破了１
万号，但是没有出现以往的报销排长队的现

象，节省了师生的宝贵时间。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必须严格执行财经法规。全处组织学

习财务与会计制度，邀请专家讲解科研新政

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组织党

员、干部和财会人员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的法

规和制度。召开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财务

处的廉政风险点开展排查，并提出防控措

施。在工作中，贯彻落实学校关于“严禁用

公款购买印刷寄送贺年卡等物品、严禁用公

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严禁公款

购买和收受购物卡”等有关节假日期间的党

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的规定。

（撰稿人：卢桂成　核稿人：孙亚莉）

审计工作综述

【概述】 ２０１５年，审计处在学校党政正确
领导下，认真贯彻审计法等法律法规，结合

学校实际，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树立“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助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审

计理念。按照学校统一安排，积极开展各项

工作，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建章立制，规

范程序，严格执行审计结果报告制度，充分

发挥审计监督和评价职能。坚持“依法审

计，规范操作，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工作

方针，通过精心组织实施各类审计项目，在

严格预算控制、规范经费使用、强化经济责

任、加强风险管控、保证资产安全、提高办学

效益、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制度建设】 根据审计法规和上级规定，

完善内部审计制度。推动审计制度创新，规

范审计业务活动，遵守审计程序，提高审计

质量。对原有的１２个制度采取修订、合并
及保留的办法，增加了《后续审计办法》《联

席会议制度》，完善审计流程，强化审计问题

整改和审计结果运用。如期完成包括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科研经费、财务决算、工程项

目审计等 ８项制度初稿，上报学校并通过
审核。

【审计结果报告】 根据省和教育厅审计整

改规定，深入单位督促意见落实，重大问题

向党委常委会等决策会议汇报，督促落实审

计整改工作的报告机制、责任机制、问责机

制和联动机制。２０１５年向党委常委会汇报
了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２６个单位２９名党政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学校领导给予

了充分肯定。通过审计，督促领导干部增强

责任意识，切实履行经济责任，遵守财经法

纪，在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执

行结果报告，强化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

【协助推动廉政建设】 积极协助学校推进

廉政建设工作，审计处主要负责人参加学校

党委、纪委组织的对５７个部门（单位）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检查工作，协助排查防控

风险，如排查责任主体风险类别、类型、表

现。正面揭示审计问题，发挥审计功能，强

化监督效力，推动责任主体认真制定防控措

施。完善制度，督促整改，防范未然，提出建

设性意见１２０余条。学校对审计工作的重
视，强化了审计监督检查的职能。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根据学校党委组织

部委托，依据上级和《江苏大学党政领导干

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对１０个部
门（涉及１９名中层干部）党政领导班子进行
了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处认真做好审

计计划、方案准备及实施工作，严格执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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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定程序，对领导干部任期内履行经济责

任情况进行审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针

对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期完成审计任

务。领导干部任中审计总金额为１６．０３亿
元，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７０条，切实促进领
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

【优势学科审计】 围绕“国字头”项目建设

等中心工作，开展优势学科经费跟踪审计，

适应创建研究型大学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积极配合优势学科二期６个项目中
期评估审计，开展跟踪审计和项目结项审

计，审计金额６０００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２４
条。通过提前介入，加强督促，提高了优势

学科经费使用的时效性、规范性和合理性，

规范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

用绩效及审计服务保障能力。

【科研经费审计】 完成科研经费审计（审

签）８９项，审计金额 １４６７．３９万元，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７项，审计金额８６５．５０
万元，并形成专项审计报告，提出审计建议

１８条。２０１５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虽不
需审计处审签，但全处与部门互相配合，在

财务处初步审核的基础上再审核，努力为学

校把好关。完成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

助资金审计（审签）３４项，金额１５４万元，提
出审计建议１０条。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对已结项
结余资金较多的１３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进
行后续审计工作，审计金额２６７万元，涉及
９个学院，提出建议 ３条。通过加强宣传、
前期沟通、部门联动及后续审计，增强了项

目负责人规范使用经费的意识，以利于用好

管好科研经费。

【二级单位审计】 强化预算约束，深化预

算及财务收支审计。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对

附属医院、后勤集团等４家二级财务核算单
位２０１４年预算执行、财务决算及财务收支
情况进行审计，审计总资产１２．５５亿元，提
出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规范票据管

理、结算管理和往来款项清理等建议２９条，
期间对其 ２０１４年度绩效工资发放进行审
计，推动学校绩效工资政策有效落实。

【工程审计】 控制工程成本，严格结算与

全过程跟踪审计。完成工程结算审计项目

２２０项，出具审计报告 ７６份，送审金额
４５１２．８８万元，审定金额４０８９．６６万元，节
约工程资金４２２．６２万元。工程项目结算审
计包括内审和外审两个方面。２０１５年完成
内审工程项目结算审计 ２０８项，送审金额
２０７５．５７万元，审定金额１８６３．０１万元，节
约工程资金２１２．５６万元；组织完成外审工
程结算审计１２项，送审金额２４３６．７１万元，
审定金额 ２２２６．６５万元，节约工程资金
２１０．０６万元。另外，青年教师公寓建设项
目总投资约 ５０００万元，该项目经学校批
准，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选择服务单位，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跟踪审计单位已正式到施工现场开
展工作。

【企业年报审计】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委

托中介对学校资产公司等１５家全资、控参
股企业２０１４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
金额２０３４５．５９万元，并出具审计报告。审
计针对部分企业存在校内外两处业务和采

用事业、企业两种方式进行会计核算、年末

未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等问题，提出审计建

议４４条。与有关部门及时沟通，向校领导
进行汇报，积极推进问题整改。

【专项审计与调查】 依据学校有关优势学

科管理等规定，对电气工程等７个校级优势
学科进行专项审计，审计金额３８０．４２万元，
提出审计建议２０条。开展对“数学与应用
数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项审计，审计

金额２４４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２条。开展专
项审计，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根据教育厅要求，对新校区建设情况

开展审计调查，提出加快办理资产权属证

明、资产竣工交付手续等建议，规范了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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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管理，摸清家底，促进了学校资源科

学配置。配合财务处检查中央地方共建项

目经费、省优势学科经费使用进度。开展审

计调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学校

决策提供参考。

【合同审核】 根据学校规定，为督促归口

部门对合同的管理，由审计处对一定额度以

上的合同进行审核。审计处审核５０万元以
上各类合同４９份，审核金额６０３２．１２万元，
提出审核修改意见２３４条，如个别合同中没
有质量条款、特殊商品未根据专业要求在合

同中明确、合同未采用统一版本等。２０１５
年，会同监察处、国资处对部门合同审核进

行检查，规范部门自主审核合同工作，加强

内部控制，防范风险。

【招标管理】 参与部门各类项目招标管理

１００项，预算金额６５１．８０万元，其中：后勤处
２４项，金额２５８．６０万元；设备处７４项，金额
３８６．２０万元。审计人员在招标过程中，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履行监管职责，认真核

对单位资质、报价及优惠措施，采取合理低价

法、性价比法、综合评估法确定中标单位，有

效督促部门规范有序开展招标工作。

【作风建设】 审计处党支部开展多种形式

的勤政廉政和遵纪守法教育，部门主要负责

人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责任，认真梳理本

部门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

施。组织审计人员读廉政书，开展专题讲

座，参观革命教育基地，增强审计人员反腐

倡廉免疫能力。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做到勤

政廉政，切实履行“客观公正，准确及时，优

质高效，廉洁自律”审计服务承诺。实行

“首问负责制”，增强主人翁意识、大局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认真履行部门职责，主动深入部门

（单位）沟通和交流，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和

效率。获得学校２０１５年度“机关作风建设
先进单位”和镇江市内部审计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

【队伍建设】 加强队伍建设，重视审计人

员业务能力提高，通过参加会议交流、理论

研究、协助检查工作、调研工作和后续教育

等形式，分批次、分专业安排审计人员参加

省、市组织的各种形式培训学习，鼓励审计

人员参加各类专业考试。充分利用周三学

习会，进行业务研讨交流，分享学习成果。

鼓励审计人员结合工作开展理论研讨，积极

参加省（市）行业内审协会、教育审计主管

部门和中国机械行业高校审计研讨会等活

动，加强交流，扩大视野，提升专业胜任能

力。加快信息化建设，改进技术手段，更新

计算机硬件设备，应用计算机软件辅助审

计，提升审计质量和效率。

【审计宣传】 利用校报、校园网、部门网站

等载体加强内部审计宣传，营造良好审计环

境。关注审计项目中规律性、共性问题，汇

集成综合性审计信息，更新和优化部门网

站，充实审计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及时

发布通知公告，审前公示，上传审计法律、法

规等信息６３条。通过对审计信息的分析和
数据挖掘，将审计成果与部门共享，争取各

级领导的支持，增进广大教职工对审计工作

的了解，提升审计成果利用水平。同时，通

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自觉接受全校广大教职

工的监督，促使审计工作更加规范，更好地

维护学校利益。

（撰稿人：胡凤芝　核稿人：嵇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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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处工作综述

２０１５年，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在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及全体师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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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后勤管理处全体人员

以“热情、勤奋、高效、廉洁”为服务宗旨，以

“外塑形象有所为、内强素质提效率”为工

作理念，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竭诚为学

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提

供保障和支持。在全处干部职工的共同努

力下，圆满完成了本年度工作目标，连续

４年被江苏省后勤协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
会授予“江苏省高校节能先进院校”荣誉称

号。现简要总结如下：

【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结

合党建工作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后勤

管理处进一步明确了各职能科室的岗位职

责和各员工的工作职责，要求全体员工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坚持把工作做

实、做细，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努力使全校师生员工满意。２０１５
年，后勤管理处共受理群众反映意见８件，
两代会意见８件，并已全部回复；受理公寓
管理工作座谈会意见１５件，学代会、研代会
学生代表意见１２件，均已书面形式向学工
处及团委回复。针对家属区群众反应强烈

的自来水质量问题，后勤管理处积极翻阅资

料，仔细核查各种老旧管道的分布情况；在

分管校领导的关心和多次亲自出面协调下，

积极与镇江市政府沟通协商，结合“海绵城

市”建设，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努力改进校本

部家属区供水方式，争取通过重新铺设管

线，实现直供水的同时，废除因各种原因跑

漏的老旧管路，在改进供水质量的同时，做

好节水工作，目前该项工作仍在积极推进

中。针对家属区路灯老化问题，后勤管理处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安排专门资

金为家属区二区和三区更换了路灯，在二区

１８、１９、２０栋前增设了三盏路灯，保障了师
生的出行安全。

【强化科学论证，努力提升管理水平】 根

据学校的地形地貌，后勤管理处先后完成了

钟灵路腊梅移植、园丁林苗木补植、学子林

池杉种植、励志亭建设及周边绿化、雪松移

植、法青移植、体育馆广场喷泉抢修、学生宿

舍Ｃ区８栋 ９栋东侧绿化、合作共建樱花
园、三江楼前绿化改造、香樟苗圃移植等工

作，使景观植物分布更加合理，各功能区更

加优化；实施了三江楼副楼楼道格栅吊顶

维修、三山楼网架连廊出新、实验楼群护栏

油漆、汽车能动大楼顶棚维修、行政二号楼

钢架出新等工程，使得教学办公区域焕然一

新；配合京口区环保局，多次现场查看玉带

河并论证治理措施，提出的“层级动力整治

方案”得到京口区环保局、水利局的充分认

可，使玉带河的水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

上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校园环境和功能，有

力促进了“美丽校园”工程。进一步细化了

绿卫和物业管理相关制度和考核标准，不定

期对物业和绿卫的工作情况进行巡查，定期

召开物业工作例会，通报物业管理方面发现

的问题，并要求相关物业及时整改，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有力保障了校园物业服务。经

过调研论证，确定了三江楼、三山楼群、京江

学院、新校区等４个区域的物业托管方案，
开展了新一轮物业招标，确定恒昌物业和苏

州科桥物业中标，７月底完成了各楼栋物业
管理的交接工作，确保物业服务平稳、有序

进行。２０１５年，共完成各类物业、绿卫小额
项目１４４项，结算金额６９．７万余元。严格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

学校招投标管理办法，进行基建和维修改造

项目的招标工作，全年共完成镇江市公开招

标项目５项，校内公开招标项目４２项，处内
招标项目１０９项；签订合同３７９份，合同总
金额达６４４０万元。
【强化工程监管，不断提高工程质量】 在

基建工程和维修改造工程中，后勤管理处以

“狠抓工程质量、力促工程进度、严控工程投

资、确保施工安全”为目标，克服工作面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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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员严重不足、专业人员配备不全等实

际困难，努力在强化管理上要效益，在科学

安排上抢时间，从方案设计、施工预算、工程

变更、项目审核等各个方面，尽最大努力减

少经费支出，为学校节省每一分钱；尽最大

努力压缩施工时间，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的正常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２０１５年，后
勤综合服务楼、材料学院实验室加层扩建、

新建和简易装修均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科技园大楼施工图设计完成，并通过镇江市

人防局审批，完成科技园项目规划许可证的

办理工作；青年教师周转公寓静湖楼桩基

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年前完成打桩，土建

招标也将在年前完成；新北门建设完成并

通车；与市干道办和城投公司密切配合，完

成家属四区道路及地下管线的建设，建设资

金获镇江市支持，学校未投资一分钱。根据

年度维修计划，完成了Ｃ区７栋留学生公寓
改造、档案馆改造、部分学生宿舍和教学楼

出新、中山校区改造、北固校区学生宿舍安

装空调的电力扩容工作，完成新生代办用

品、Ｄ区６栋变频供水系统维修改造、外国
语学院实验室改造、汽车学院实验室改造、

全校水池清洗、中山校区高职楼卫生间修

漏、教学区开水炉更换、公共卫生间蹲便器

节水改造（２０５套）、消防设施更换更新、地
下供水管网查漏、附属学校厕所供水管道维

修更换、校史馆热光源改用 ＬＥＤ灯、梦溪校
区供水管道维修等大小采购、维修改造项目

３００余项，为学校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提供
了有力保障。

【降低运行成本，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继

续加强内审力度，充分提高资金利用率。全

年共初核、送审基建项目及维修改造项目结

算６３６项，报送金额９０１４．７７万元，审核金
额８４０９．４２万元，核减额６０５．３４万元，核减
率为６．７２％。完成了报告厅建设及装饰等
１８７个项目的变更核价、竣工验收、质保等

工作。继续加强对学校公共资源的管理力

度。对非教学使用的公共资源，及时收取教

学资源占用费约２０万元。抓住学校废除两
台１０吨燃煤锅炉和镇江市建设生态文明城
市的契机，后勤管理处主动搜集相关文件，

保留相关影像、文字资料，向镇江市政府申

报，获得６０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补助资金。
对节能监管平台的各项功能进一步细化、优

化，不断改进平台的操作使用方式、内部监

控数据和功能模块，提高了平台的使用效

率，为顺利推行《江苏大学水电管理办法》

和《江苏大学水电定额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按照学校

水电管理实施细则要求，年初下发全校各单

位节水节电指标，年底核算用能情况，强化

节能考核力度；通过建立江大节能工作 ＱＱ
群，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协调，提高了全体

教职工的节能意识。继续加大水电巡查力

度，增加日常和夜间巡查频次，加强教学区、

办公区自来水管线查漏，减少“跑漏”和“长

明灯”“长流水”等浪费现象，全年共巡查

１３０余次，发现“跑冒滴漏”和违反规定用电
５０余次。聘请专业查漏公司对我校地下供
水管网进行查漏，共查处大中型漏点２０余
处，年可节约自来水约１０余万吨。学校顺
利通过了省经信委、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教育厅对我校２０１４年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
考核，通过了省水利厅对我校“节水型高

校”的复查工作，学校节能减排工作得到了

上级主管部门的一致好评，教育厅、经信委、

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分管节能工作的领

导曾多次表扬我校的节能减排工作。不断提

高商业网点和后勤集团饮服中心水电费的收

缴率，力争达到１００％。２０１５年１—１１月份，
我校一级水电表共支出水电费２５０５．８７万
元，其中水费６１９．６７万元，电费１８８６．２万
元。２０１４年 １—１１月份，共回收水电费
８６８．０９万元，其中回收水费８１．１９万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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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商业和实体用电费３８３．０１万元，回收学
生开水费１４０．９１万元，回收学生宿舍超额
用电费２６２．９８万元。根据上述统计，我校
２０１５年 １月—１１月份实际支付水电费
１６３７．７８万元，其中实际支付电费１１０８．８３
万元，实际支付水费５２８．９５万元。与２０１４
年相比，电费下降１８２．９８万元，下降幅度为
１４．１６％；水费下降５７．５２万元，下降幅度
为９．８％。以上水电统计数据尚不包含因
实行水电定额管理制度，需要向二级单位收

缴的超额电费和基建维修工程用水电费。

２０１５年全校水电费下降幅度明显，后勤管
理处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初预定目标。

【加强学习交流，提高管理队伍素质】 针

对全处工作人员严重缺编，年龄结构不合理

（所有办事员年龄较科长大）、专业不够匹

配、工作任务繁重、学习培训机会少等问题，

后勤管理处一方面通过鼓励自学、组织学

习、工作研讨等，提升全处工作人员的整体

素质、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克

服困难派遣工作人员参加各类与高校后勤

管理有关的培训和会议，积极与兄弟高校开

展工作交流，汲取经验，努力打造一支高素

质、适应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后勤工作队伍。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全处通过每两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年终的民

主生活会等形式，认真组织学习国家和学校

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文件；结合“三严三

实”教育，要求全处人员从自己做起，增强自

律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自觉做到“常修

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坚

决制止和杜绝违纪违规现象。总之，后勤管

理处将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

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工程质量，提升校园环境

建设的品味和档次，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为我校高水平、有特色、国

际化、研究型大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撰稿人：戴明新　核稿人：吴麟麟）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５年，后勤服务集团共有员工
１７３７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１７５人，中高
级职称４５人。目前有综合办公室、人力资
源部、计划财务部、质量安全监督部等４个
职能部门，饮食服务中心、采供配套中心（物

资供应中心）、公寓管理中心、物业管理中

心、水电与修缮中心、绿化卫生中心、运输服

务中心、印刷服务中心、接待与会议中心、场

馆管理中心（江大恒昌物业）、幼儿园、专家

楼等１２个下属部门，涵盖了餐饮、物业、水
电、维修、绿化、运输、印刷、客房、会务、幼儿

教育等服务项目。２０１５年，集团在校党政
正确领导下，在集团领导班子、全体干部职

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各

项目标。主要成绩如下：１．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丰收。全年共完成生产总值１．９５
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产值２００万元，较２０１４
年增加９００万元；平均满意度９１．７３％，较
２０１４年提高 ２．５％。２．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在目标考核上，集团２０１５年首次全面
实行财务预算管理，在经济责任目标中增加

了费用性支出降低２％的指标要求，调整了
人事管理目标中的考核指标，成本管理意识

得到强化，定期在中心主任月度工作会议上

公布各中心的目标完成情况，督促中心围绕

责任目标落实工作。在绩效考核上，集团在

２０１４年幼儿园进行分配制度改革试点的基
础上，制定了《后勤服务集团财务管理办法

（修订）》《集团（恒昌）企业编制工资改革方

案》《饮食中心岗位绩效工资发放办法》《饮

食中心大伙食堂员工岗位考核实施细则》等

考核分配制度，激发了活力。在内部管理

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工作实际的工作

流程和体系文件，一次性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３．改革创新不断深入。
在宣传途径上，保留集团网站宣传的基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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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年共向各级各类媒体和网络投稿３００
余篇，校内供稿量排名２０，前进２位；紧跟
时代步伐，通过开展“双创双优”评选、“我

为后勤建言献策”等活动，利用集团微信公

众号扩大影响辐射范围，公众号的关注人数

已近４０００人；积极与校内其他学院部门合
作，推出“舌尖上的江大”“感恩后勤”等系

列活动，有效提升了集团的影响力。在服务

手段上，创新食堂售卖方式，推出“江大饮服

放心快餐”，成为江苏省首家开通“食堂外

卖”的高校；创新海外公寓管理，制作中英

文对照制度、标识，选用英语专业人才，定期

开设“海外课堂”，开展文化特色活动，大大

提高了海外公寓的师生满意度。４．队伍活
力不断增强。继续开展读书调研活动，进行

了读书心得分享交流，加强管理骨干的理论

学习；重视实践调研，加大培训力度，举行

了第五期科级干部及骨干培训班，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岗位技能培训；优化服务队伍，提

高服务水平，全年引进了７名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才从事管理岗位工作，其中硕士研究生

１名、党员４名，以公开竞聘的形式选聘了
１名食堂主任，对部分年轻干部、骨干进行
了轮岗交流及岗级调整，提高了干部职工的

积极性，增强了集团管理队伍的活力。

５．服务保障日益有力。通过层层签订安全
责任书，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

健全安全制度，开展主题教育、消防安全演

练、培训等活动，强化了员工的安全意识，保

障了全校食品、用水、用电、住宿安全。在硬

件设施改善上，集团自筹资金２００余万元，
完成了对二食堂的全面装修改造，改善了就

餐环境；花费 １００余万元对幼儿园进行了
全面装修，开发了幼儿园门户网站，大大改

善了教学环境，成功创建了“教育现代化幼

儿园”；花费４０余万元购置的２台电动扫
地车、４辆三轮保洁车已投入使用，投入１００
余万元一次性购置了６辆新能源纯电动大

客，完成了集团机关办公楼和部分部门办公

室的搬迁工作。在绿色校园建设上，我校再

次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高校节能工作
先进院校”；成功承办江苏省高校后勤协会

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江苏高校

节能论坛，学校当选为主任单位，提升了学

校在省内高校节能领域的影响力。采用合

同能源管理的模式，引进节能灶具，燃气节

能率达４０％以上；坚持节能督察巡查，减少
了水电浪费现象。６．党建工作扎实有效。
在组织建设上，继续开展“双创双优”，加强

“结对子、攀亲家”共建活动，接收王闯、丁

强 ２名一线管理技术骨干为预备党员。
２０１５年，公寓中心党支部获评校“２０１５年度
先进基层党组织”，杜圣庆同志获评校

“２０１５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刘波同志获评
校“２０１５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刘群东同
志撰写的《创建示范点　促进高校后勤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获得学校２０１５年党建论文
三等奖，杨春峰同志撰写的《新媒体时代网

络话语权与舆情引导问题研究》获得学校

２０１５年思政论文鼓励奖，党总支组织起草
的《后勤集团员工队伍建设调研报告》获得

学校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在廉政建设上，

继续与各部门逐层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组织科级干部及骨干赴茅山新四军

革命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及廉政文化

教育，开展集团“权力风险点把控”执行情

况调研，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对集团

敏感岗位、关键岗位实施轮岗，营造了清正

廉洁的干事氛围。分工会工作有声有色，完

成了分工会委员会换届，举办了二届四次职

代会，积极组织集团职工参加校运动会、春

季长跑、篮球赛、乒乓球赛等各项文体活动，

妇女节为所有企编及劳务派遣女职工提供

了福利纸品，年底为全体职工发放年终福

利，为广大职工统一办理镇江市市民卡。文

化建设持续推进，开展了第二届文化建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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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增加了“美丽江大，后勤在行动”

“安全建设周”“镜头下的后勤”“我为后勤

建言献策”微信征集和“关爱在后勤，集团

一家亲”等活动，丰富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载

体，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饮食服务】 饮食中心不断调整餐饮结

构，形成了保障型食堂与风味特色餐厅相结

合的办伙格局。饮食中心下辖９个学生大
伙食堂（教工、一、二、三、四、六、梦溪、北固、

中山）保障全校师生基本大伙，８个特色餐
厅（高知、风华苑、五谷粮、东山美食城、西山

美食城、润江缘美食城、清真食堂、润江缘西

餐厅）满足师生不同层次的就餐需求，３个
特色窗口（面包房、瓦罐汤、清真拉面窗

口），２个加工点（卤菜和面条）。２０１５年中
心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质量管理体系的标
准要求，整理编制饮食服务中心文件；进一

步细化《饮食中心岗位工作流程》，规范岗

位操作的相关规定。中心按照“安全为根

本、菜肴为关键、现场为形象”的工作思路，

加强对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发现问题确保及

时整改；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饮食从业应知应会”“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等。为改善就餐环境，对二食堂进行了全面

改造；为拓展服务方式，方便师生就餐，推

出“江大饮服放心快餐”美团外卖送餐服

务；为提高面条品质、口感，饮食中心投资

１０余万元建成面条加工间，自行生产面条、
面皮；组织食堂红、白案技术骨干进行学

习、培训及技能竞赛，提高技术水平。一食

堂刘宏斌同志在第六届江苏乡土风味烹饪

大赛中制作的“湖城第一碗”荣获特金奖。

２０１５年全年实现产值９２０８万元。
【物资供应】 采供配套中心现有员工 ２８
人，下设中心办公室、采供站、设备保障组

（含一卡通充值）、浴室服务。在中心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５年较好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规范操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完

成了集团各有关部门的招标、议标及询价采

购共计２２０个项目；坚持验证、索证制度，
严格把好饮食物资入口关，全年验收饮食物

资４８类计１４９５余个品种，总金额５１８０万
元；努力做好一卡通充值、浴室服务等后勤

保障工作，全年浴室产值４５０万元，设备保
障组共完成各项维修任务１６９０项，设备保
养１８２０次，有效保障了各食堂的正常运
行；积极参与集团“双创”活动，采供站荣获

集团“十佳优质服务窗口”。

【公寓管理】 ２０１５年，公寓管理中心强化
内部管理，狠抓安全质量，凝心聚力，挖潜增

效，扎实做好学生公寓服务管理工作，完善

中心各项管理制度，配合集团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
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对中心各项管理制度及

服务提供规范进行修订完善，使中心各项工

作逐步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轨

道；中心民主管理考核小组不断完善中心

考核办法，量化考核指标，进行了２次服务
质量检查考核、评比，积聚正能量，较好地调

动了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中

心在安全管理工作上丝毫不松懈，确定楼栋

安全责任人，中心与主管、主管与员工分别

签定《消防安全责任书》，层层落实安全责

任，确保责任到人。２０１５年 ６月，完成了
８７８０名２０１５届毕业生离校服务、５９７名医
学类学生大进大出、９５名护理实习学生返
校住宿接待及２０００余间毕业生宿舍的清
理工作；７月，完成了北固、梦溪、中山、Ｃ区
５栋、６栋等３０００余名本科生及近３００名研
究生的宿舍调整工作；９月，完成了 ７３９８
名２０１５届新生接待服务工作。中心还配合
保卫处完成了７栋楼９００余处报警点的检
修工作；协助后勤处完成了２０１４年公寓安
装的７０００台空调的维修保养工作；配合相
关部门，完成了新老生宿舍的出新和维修改

造工作。配合集团的“文化建设月”活动，

中心支部开展海外公寓管理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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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堂”培训、样板值班室评比、“健康

生活拒绝外卖”活动等，申报“最佳党日活

动”１个，创建优质服务窗口３个，荣获优质
服务标兵４人；支部于９月至１１月开展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７０周年“铭记历史、圆梦中华”主题
党日系列活动，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

伟大的抗战精神，获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

动”一等奖。读书交流活动中，撰写学习心

得１４篇，研究论文１篇。集团中心全年发
稿４５篇，其中校外发稿４篇。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中心坚持以“三服

务，两育人”为服务宗旨，坚持以围绕师生需

求、创建平安校区为工作重点。中心下设物

业办公室、教学一区、教学二区、北固校区、

梦溪校区、中山校区物业项目部、通讯工程

部、租赁办等７个班组。中心主要承担全校
邮件收发、校本部１６幢教学楼、实验楼、办
公楼和单身职工宿舍、职工医院的物业管

理；北固、梦溪、中山校区的教学楼、实验

楼、学生公寓的物业管理及校区安全保卫、

绿化养护、道路卫生等工作，包括中山校区

家属区的保洁工作；负责学校 １５０余处经
营性用房的租赁管理及租金收缴工作。

２０１５年，中心严格履行服务承诺，完成各项
物业管理常规工作，全年师生满意率达

９２．０７％。完成中心“十三五规划”的组织、
编制、论证工作，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指明了

方向；完成了校内三家银行、两家超市招标

及多家小门面房协议续签工作，门面房经营

状况良好；完成新生报到、老生入学、毕业

生离校等后勤保障工作，为３１名贫困学生
提供了勤工助学岗位；开展节水节电、春季

防病、健康饮食等宣传活动，全年累计在校

内外发表新闻报道２１篇。２０１５年，中心党
支部共有党员６名，支部先后开展了“读书
交流”“优质服务月”等活动，其中“勿忘国

耻，圆梦中华”党日活动，荣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
【水电管理】 水电与修缮中心下设办公

室、预决算部、节能班、供水班、供电班、电工

班、水工班、五金班、木工班和校区维修班等

１０个班组，主要承担学校水、电、瓦木和五
金等日常零星维修及后勤处下达的工程项

目维修，保障全校的供水、供电，负责全校水

电计量和回收等工作。２０１５年，水电与修
缮中心始终坚持以节水节电、节能技改、长

效管理为工作重点，加强供水供电管理，完

善维修计件制，实现全年学校水电平稳安全

运行，制定《后勤服务集团维修工程包清工

管理办法（试行）》并严格贯彻执行，共完成

小型零星维修工程约 ３１０余项，金额约为
１６４０万元，利润约为 ５０万元，全年共完成
产值２２１３万元，超额完成８．５％，其中完成
经营性产值约为１６４０元，超额完成８．４％。
中心行之有效的节能措施得到了省有关部

门的高度肯定，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８日，在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召开的江苏省高校后勤管理研

究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上，我校再次被评

为“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高校节能工作先进院
校”。２０１５年，水电与修缮中心认真落实一
岗双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以创建

学习型集团、和谐集团与开展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为抓手，与能动学院热物理本科党支部

联合开展并申报最佳党日活动和党建创新

创优活动。积极申报“优质服务窗口”“优

质服务标兵”和“党员示范岗”，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

辐射作用，为中心员工树立榜样。积极参加

“书记课堂”理论学习活动、２０１５年度集团
读书学习活动，以及后勤服务集团科级干部

及骨干培训班和学校纪委组织的科级干部

党风廉政教育培训班等活动，用科学理论武

装头脑，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绿化卫生】 绿化卫生中心下设绿化维护

（含绿化工程、外包工程、外包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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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卫生、花卉服务三个班组。２０１５年，绿
化维护部全年承担校本部６０万平方米的绿
化维护任务，共完成了包括“樱花友谊园”

“后勤综合大楼”“禹山路北门”“五棵松高

羊毛草坪改造”等项目，实现产值１３５万元
（目标为１２０万元）。绿化维护部在没有专
门绿化施工队伍及维护人员严重缺编的情

况下，原有员工采取“员工包做”的方式和

方法，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利

用中心现有资源，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劳动

力。花卉生产服务部２０１５年全面保障了学
校节日、重大活动及会议用花的需要。全年

共实现生产总值 ２９００００元，并在安全生
产、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得

到了优化，校内花坛３３０ｍ２得到保障，全年
共生产绿植花卉约２１００盆。全年共签订
长期花卉租摆服务合同 ４０家，经营收入
１１００００元。临时花卉租摆服务３０余次，经
营收入２００００元。道路卫生部严格根据合
同要求把关垃圾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无二

次污染发生，全年共清出校内生活办公垃

圾、绿化垃圾８０００吨左右、装修垃圾２００吨
左右，配合后勤处安装新果壳箱１２５只，负
责校本部６８０８８ｍ２的水面进行清捞，保证
水面干净，同时确保一些突击性的卫生保洁

任务的顺利完成。

【运输服务】 ２０１５年中心现有车辆２１台，
其中金龙大客６辆、宇通大客２辆、金旅中
客１辆、宇通纯电动客车６辆、柯斯达１辆、
依维柯 １辆、面包车 ２辆、别克商务 ２辆。
一年来，运输服务中心全年班车运行达

９５００多趟次，校区间、市里实习（上课）用
车达２３００多趟次，长途实习用车１９０多趟
次，大小车辆长途服务用车８５０多趟次，有
力地保证了学生实习（上课）、各部门教学

科研、活动等用车任务的完成。中心在切实

做好常规用车服务的同时，认真抓好重点服

务用车的保证：配合医学部组织的１０００多

名医学类学生实习接送、学工处组织的毕业

生典礼、新生接待、校友会、能动学院及有关

部门组织的会议和培训等３４次重大用车服
务保障。全年实现产值 ４４０万元，利润 ９２
万元，日常质量及安全整改率 １００％，师生
满意度９０．４９％，全年车辆行驶总公里达６５
万多公里，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会议服务】 ２０１５年接待与会议中心下设
会议中心、纪念品服务部等２个部门，主要
负责学校大型会务和纪念品服务工作。会

议中心包括会议中心、大礼堂、小礼堂和校

史馆。其中：会议中心有大报告厅、小报告

厅、多功能报告厅、圆桌会议室各１个，长桌
会议室２个，贵宾休息室３间供会议接待使
用，大礼堂可容纳１８００人演艺活动使用，
小礼堂可容纳７７０人学校大型会议接待使
用。一年来，会议中心承办各类大型会议暨

活动场次共计９００余场，其中重点保障了三
国三校、全国农业工程学会等国际性、全国

性的学术交流活动５６场；大礼堂军事理论
课及各学院晚会、校友返校联谊等演出活动

１６５场；小礼堂高规格大型会议及演出 ６０
场；校史馆参观接待１４１场。纪念品服务
部主要负责开发和设计具有学校历史文化

的学习生活用品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

２０１５年中心始终抓住“服务”不放松，秉承
认真、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理念，学习集

团“争创优质服务窗口、争创优质服务标

兵”活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中心“两争”活

动实施方案，并组织中心职工积极开展“两

争”活动，精心打造后勤集团优质接待服务

窗口形象，为学校各项会议演艺活动提供有

力保障。

【专家接待】 ２０１５年，专家楼招待所有大
小餐厅７个、客房３４间、高档套房３间，主
要提供大型餐饮招待和外来宾客的住宿服

务。专家楼招待所坚持“管理服务以人为

本、安全生产以勤为本”的服务宗旨，通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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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员工学习新的服务技巧，集合管理层交流

灵活适用的管理经验，每月选出“服务之

星”，使招待所员工素质得到提升。在食品

安全方面，制定《菜品验收办法》，初步完成

对所购货品的索证索票工作，定期开展员工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对厨房进行日常食品安

全检查。在菜品方面，规范采购，降低成本，

降低餐饮毛利率至４８％左右。在厨房考核
上，每月更换１～２名厨师，并推出４～５道
新菜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菜品质量评估

体系。

【印刷服务】 印刷服务中心下设生产调度

室、排版室、试卷印刷、机印车间和装订车

间，主要承担学校教学、科研、办公的自编教

材，以及讲义、试卷、日常办公及会议材料的

印刷工作。服务项目有样本的设计、打印、

复印、印刷、装订，名片、证件制作等。中心

现有员工 １５名，拥有单色对开胶印机、Ａ８
开胶印机、晒版机、制版机、切纸机、直线胶

包机、一体机等１５台。中心以服务师生、教
学和科研为定位，以强基础、稳增长、调结构

为思路，以标准化、高速化、数字化为目标，

以质量提升和项目拓展为抓手，培育服务竞

争新优势，打造项目拓展新亮点，激发转型

新动力。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扎实开展制

度建设，形成六章４２个内部制度，新增《产
品检验》《外协工作规范》《成品交付管理规

定》和《服务与质量考核》，完善内部管理，

健全考核和培训制度并在实践中运用和落

实；加强安全建设，开展风险源排查，落实

安全措施，进行《安全操作规程》等培训，注

重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强化安全措施；

强化培训，提高技能。进行了《执行生产标

准强化过程控制》《爱岗敬业增强本领》《设

备操作规范》《工艺改进流程再造》等１０项
培训；开展上门服务活动，广泛征求对印刷

质量和服务项目的建议和要求，及时加以整

改和改进，提高了师生的满意度，全年满意

度为９０％；紧扣目标，拓展服务范围。以设
备更新为支撑，加强“两个融合”力度，提升

印刷规模，争取了《英语四级专项训练》《大

学生手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纲

要》《体育教学大纲》等９个服务项目。改
革创新，激发动力。积极推进积分制管理，

稳步进行全能化工作。加强精细化管理，注

重细节。细化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严格成

本控制，管理达到规范化、数字化、表格化。

扎实开展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送温

暖送服务活动，采取多项措施架起服务桥

梁。积极宣传中心目标与项目互动、质量与

服务衔结、特色与效益并举的良好趋势，全

年共在集团网站发表宣传报道１６篇，营造
信心坚定、团结实干、凝心聚力的工作氛围。

全年共完成１７０００００份试卷、２０万册自编
教材、讲义和手册等材料印刷，产值达到

１２３万元，环比增长１１％。圆满完成全年的
各项任务，为教学、科研和办公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场馆管理】 ２０１５年，场馆管理中心（恒昌
公司）紧紧围绕集团党政工作重心，深化制

度改革，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安全质量，努力

挖潜增效，校内外各项目服务保障平稳有

序。全年完成产值约２４０６余万元，员工总
数６００余人，服务项目有值班、保洁、工程维
修、医疗配送、电梯司乘、医疗陪检、餐饮服

务、驾驶、会务、银行柜面等 １０余个门类。
在市场开拓方面，先后完成丹阳交通局、国

土局、人社局、检察院、圣豪驾校、镇江市外

国语学校、镇江市检察院等校外到期项目的

新一轮合同续签及增资工作；完成行政一

号楼和二号楼、体育馆及东山操场、图书馆

物业，以及４校区８０余部电梯维保等议标
项目新一轮合同签订工作，合同总额２６２．９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３．３３万元／年；在江滨医
院物业项目新一轮投标工作中，取得外科

楼、门急楼（医技楼）两标段为期三年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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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合同，合同标的较 ２０１４年度增加 ８８．６６
万元；６月份完成三山楼楼群、京江学院、实
验楼群、三江楼物业４个项目的投标工作，
取得三山楼、实验楼群２个标段，合同总金
额增加１４３．１２５万元／年；８月份完成人行
项目新一轮物业托管项目投标，并签订为期

３年共计３５４．８４万元的托管合同；新托管
了江苏大学汽摩所保洁服务项目、丹阳农商

行物业服务项目、人行项目１部电梯和华都
名城荣锦苑小区３１部电梯维保业务，新增
合同标的４４．９８万元。公司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及时报道各项工作的落实和进展情

况，全年完成集团、学校网站发表通讯报道

２４篇；在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
委员会开展的“校园物业服务实体（企业）

百强”单位评选中，恒昌公司成功入选，并被

评为社会企业５０强。
【幼儿园教育】 ２０１５年幼儿园共有１１个
班级、３４８人幼儿，３８名教职工。幼儿园坚
持“遵循规律，科学发展”，以贯彻安全工作

为主线，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目的，以提

升幼儿园保教质量为核心，以教学研究为重

点，以教研平台建设为载体，以提高教师队

伍素质为目标，积极推进教学创新和管理创

新，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开展了“优化服务

质量，打造服务品牌”的优质服务月活动，保

育团队获得优质服务窗口的优秀，陈毅芳老

师被集团评为“最美后勤人”；打造园所环

境，推进班级内外环境的打造，进行了班级

环境评比，突出了教育性、美观性、互动性、

整体性和班级特色，使幼儿园的活动室环境

更加科学美观、特色鲜明，成功创建“镇江市

现代化幼儿园”；以科研工作为抓手，提升

幼儿园教育内涵，以科研引领幼儿园的发

展，完成了《国防教育与各领域学科的融

合》市级立项课题的结题工作；积极发挥骨

干教师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为年轻骨干教师

提供锻炼发展的平台，积极参与市、区的各

项专业技能比赛，让她们在教育教学水平上

有所进步与发展，推动骨干教师的进步与

成长。

（撰稿人：杨　晶　核稿人：杜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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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保卫处（部）是学校负责实施校园

安全保卫任务的职能部门，在学校党委与行

政的领导下，在国家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的

指导下，开展内部安全教育与管理，建设安

全有序的校园环境，维护学校的安全与稳

定。保卫处（部）还兼管集体户口管理与社

区服务工作。２０１５年，保卫处（部）在学校
党委与行政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与服务于“提升内涵，强化特色”的发

展主题，以防为主，完善各项安全基础工作，

以创建“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高校”为

契机，综合治理，督促与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与校内外相关单位联动协作，巩固校园综合

防控体系，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开

展校园安全管理，稳妥做好校园安全稳定工

作，努力为学校事业发展和全校师生员工营

造安全、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全年学校

无群体性事件，无重特大刑事案件，无重大

火灾事故与其他安全责任事故。

【队伍建设】 建设专兼职保卫队伍。一是

继续推进校园１１０党员示范岗建设，发挥党
员干部的模范先锋作用，带动与提升整体专

职保卫队伍的战斗力。二是组织保卫人员

参加各级各类业务技能学习、岗位培训与学

术会议。三是分批组织消防志愿者、兼职消

防管理员、大学生安全信息员、大学生治安

巡逻大队队员等兼职保卫队伍，开展岗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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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与安全法制教育，并及时补充更新兼

职保卫队伍，指导他们广泛参与校园安全管

理，不断扩大校园群防群治面。

【安全教育】 利用校园网、报纸、宣传栏、

展板、安全手册等载体，以警情通报、简讯、

简报、讲座、演练、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常

年开展法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师生员工的

法制安全观念与自防自救能力。２０１５年，
保卫处（部）在校园网上发布校园安全信息

与安防知识等２８项，在学生与职工 ＱＱ群
发布安防知识与安全预警数百条；向学生

发放防诈骗专项宣传册２０００多份，向入学
新生寄发安全防范手册８０００多份；在校园
公共宣传区域悬挂安全宣传横幅２０多条，
张贴悬挂安全类标识等２０００多张，制作与
巡展消防安全宣传展板５０多块。教育与培
训师生员工达１００００多人次。组织学生寝
室长培训、大学生安全知识专题讲座、留学

生安全教育、校区消防安全专项讲座、防诈

骗专题宣传活动、师生员工疏散逃生演练与

灭火操作训练等活动 ４９场次。组织
７５００多名２０１５级学生进行全校性安全知
识竞赛，并选拔６名学生组成２队参加省第
四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双双获得全省决

赛三等奖。

【政治保卫】 与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协作，与学校其他相关单位联动，互通安全

信息，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１．加强校
园公共场所及相关网络巡查与管控，与宣

传、学工等部门一起，正面引导校园及网络

舆情，防止不良信息在校园内大规模传播。

２．搜集校园安全信息，妥善化解与处置安
全事端。通过相关部门、一些教职员工、大

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积极搜集与掌握校园

一线信息，疏导负面情绪与动态，做好校园

预警，化解矛盾，平息可能影响校园稳定的

苗头。全年搜集与掌握有效安全信息８０多
条。３．做好反恐防暴基础调查及防范工

作。会同专门机关、学工部门与相关学院，

共同开展我校涉恐涉稳调查与反恐防暴宣

传指导，形成与报送相关基础信息３０多件。
４．开展涉外涉密涉民族宗教等政保事务８２
项，及时掌握各类基础政保数据与信息。

２０１５年，保卫处（部）办理师生员工相关政
审４００多人次，开展出国（境）人员安全宣教
６５８人次。５．协调处置４名师生因非校方
责任而非正常死亡事件，确保校园秩序平

稳。６．配合地方公安与安全机关开展校园
专项调查５１次。
【治安安全】 落实各项安防措施，开展以

门卫、公共场所、重要部位为主要内容的安

全管理，继续突出防范，巩固校园内部安全

综合防范体系，建设平安校园。１．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原则，签订校园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书９８份，督促学校各单位开展校园治
安综合治理，组织安全防范，层层落实安全

责任。２．严格门卫值守，执行机动车辆凭
证出入制度，完成３７８１辆机动车辆 ＥＴＣ年
检与安装工作。门卫投放门禁临时通行 ＩＣ
卡６６０７３３张，收接待券１３４８７张，查验载
物出门机动车辆２６７辆次。３．组织全天候
校园巡逻守护，常年开展校园秩序整治。清

查与劝离在校园内拾荒、流动摊贩、送外卖、

违规钓鱼等闲杂人员４０００多人次，清理违
章摊点 ２１２个，清理校内无主废旧自行车
２２２０辆，清理校园小广告１０３３６０多份，撤
除违章横幅（板报、灯箱）等 ４５２条（块、
只），捕杀校园流浪狗１１条。４．应急处置
校园警情，制止现行违法行为。依托校园

１１０接处警调度平台与视频监控系统，及时
处置警情，协助警方开展案件调查或侦查，

制止校园违法犯罪行为。２０１５年校园１１０
协调处置警情 １０００多起，其中治安警情
２６６起，交通事故警情 ２２起，初起火情 １４
起，其他协调服务７００多起。查看视频录像
１４００多小时，发现案件线索７０多条。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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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破获案件１６起，确认与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１３人。调查确认６名学生的违规违
纪行为，并通报相关学院进行批评教育。追

回与归还师生员工手机９部、电动车１２辆、
自行车２０辆、行李箱 ３件、护照 １本、ｉＰａｄ
１台、笔记本电脑１台、数码相机１台、钱包
１１只、现金３万余元，追回学生户口迁移证
２０余份，以及身份证等其他物品多件。
５．组织实施并圆满完成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四六级英语考试、毕业典礼、新生报到、

白岩松讲坛、樱花友谊园捐赠仪式、国际文

化节、９·３阅兵直播学生集中观看、中国国
标舞比赛、三国三校会议、第三次学生工作

会议、全国农产品加工年会、剧组在校拍摄、

研究生考试及其他贵宾来校等大型校园活

动安保 ６６场次。６．完善校园技防设施。
校园安防一期工程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已经进入验收阶段，安装与调试摄像机

４２６台、监控视频图像４４２路。
【消防安全】 贯彻“教育为先、预防为主、

防救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继续开展消防

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组织消防安全宣传

与培训，维护与配备消防设备设施，落实消

防安全措施，杜绝了较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全年共发生并及时扑灭初起火情 １４起。
１．学校与校内各防火单位签订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书 ７６１份，落实三级消防安全责任
制。２．开展防火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
全年组织用火用电、高层建筑、实验室、危险

化学品、校园门面房等专项消防检查４次，
开展消防安全例查２１６次，检查部位１２１００
多个，发现火灾隐患６８处。向各相关单位
发出消防安全工作联系单６５份，提出防火
要求３３８条；发出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２３
份，对３２处隐患提出专门的整改方案；督
促落实整改隐患 ５５处。３．检修维护设备
设施，确保完好有效。全年共检查检测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３０套，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３８

套，防排烟系统７８套，室外消防栓１６２只，
室内消防栓３９４５只，火灾探测器２４９０余
只；更换自动报警系统模块３８０多只，排除
故障点６０００多个；维修更换应急照明灯、
疏散指示灯２２００余只；修复１４套应急照
明控制碟；修复２４扇防火卷帘门；更换学
生公寓Ｄ区８幢消防水箱、２只湿式报警阀
压力表、２台稳压泵、６００只灭火器；对新购
２２００多只灭火器进行编号与安装喷粉管。
【交通安全】 规范机动车辆入校管理，联

合警方及学工部门常态化整治校园“三无”

摩托车、“黑车”，抓校园重大活动交通秩

序，检查整改道路隐患，完善校园道路交通

设备设施，维护校园交通安全。１．继续发
挥校园智能交通门禁系统作用，严格控制出

入校园机动车辆。２．警校合作，继续加强
校大门门前广场的交通秩序整治。３．联合
警方共同开展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在重要

路段、交通复杂区域等指派专人定时定点疏

导交通。全年共发出校园机动车辆违停告

知单 ４２０多份，纠正校园违章停车 ３７９辆
次。清缴校园“三无”摩托车４５辆，清理校
园废旧无主自行车２０００余辆。４．重视校
园大型活动交通疏导与管制，制定专门方

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５．加强道路交通
巡查，及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完成校

本部３１处５５３个机动车停车位、１４处８９０
米非机动车停车线、１１处 ２０８米人行行道
线、３３００米道路分割线的划线与补线工作。
６．多渠道增加校园公共交通供给，压缩校
园私车保有量，减轻道路交通压力。

【其他工作】 １．文字材料工作。２０１５年
度拟写与报送简报、会议纪要、安全检查汇

报、工作计划与总结、提案答复、风险点排查

与防控报告、保卫处十三五规划、“江苏省平

安校园建设示范高校”实施意见及申报材料

等文字材料６４项，拟写与发布安保工作通
讯报道、公告等２８项。整理并录入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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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档案３卷，整理并装订内部保存档
案１１卷。形成示范校申报图册１本，迎评
材料９类１５盒。２．完成部门办公用品购置
发放、会议会场协调、办公设备报修、固定资

产入库、保卫人员每月工资津贴的核算审批

与报销分放等各类部门办公室事务４５６项。
【户政服务】 办理集体户口迁出１７３２人，
集体户口迁入５６５人。核销集体户口管理
卡１７６９张。办理师生员工借用户籍原件
及复印件等服务９５１人次，接待有关户口咨
询服务每日平均约２０人次。
【社区服务】 走访慰问困难居民 ９户，新
增登记申报８０岁老人尊老金２２人。申请
办理独生子女伤残特抚金１户、困难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１人、慰问困难户３户、采集低
保户信息４户。组织“康复光明行”白内障
筛查，义诊２１６人次。发放伊斯兰教清真饮
食补贴５６１６元。办理企业退休人员养老
资格认证１８１人、合作医疗１７３人。新增残
疾人就业状况调查５人，人口抽样入户调查
１２４户。积极做好党员廉政建设等其他社
区宣传与服务工作。

（撰稿人：韩晓军　核稿人：曹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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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信息化中心是学校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的直属部门，具体负责数字化校园规

划、建设与管理，以及校园网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网络信息安

全建设与管理、教学信息化设施建设与管

理、现代教育技术科研和培训、全校弱电系

统归口管理和学校信息化发展相关的协调

工作。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又是

“十三五”规划之年，信息化中心结合“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梳理“十二五”规划落

实情况，全面总结“十二五”期间所取得的成

绩和存在的不足，认真分析当前“互联网＋教
育”时代所面临的形势，起草了我校“十三

五”信息化建设规划。主要工作为：全面梳

理和完善管理条例，修改管理条例５个，新增
管理条例２个；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实
施学校无线网络建设，完成了９５％的教学行
政区无线覆盖，并实施网络主干的优化；实

施校级高性能计算硬件平台建设，完善云计

算平台，实现了云存储实时镜像备份和虚拟

机增量备份；推进教学资源建设，推动基于

开源的在线教学平台的应用，建成高清录播

教室３个；完善校园数字化服务体系，落实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和公共数据安全管理

机制，完善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管理规范。

【组织机构】 信息化中心为学校正处级建

制单位，下设４个科级部门：综合管理部、
信息技术部、网络技术部和教学技术部。现

有工作人员２９人。
【网络及一卡通建设与管理】 １．教学办公
区的无线网络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共布放

室内及室外无线ＡＰ约３０００多个，新增ＰｏＥ
交换机 ２００多台，基本覆盖了校本部办公
楼、教学楼、会议室报告厅、食堂、体育场馆

及部分室外广场。学校无线建设开通了 ３
个ＳＳＩＤ：“ＵＪＳｗｌａｎ”用于全校师生员工无线
接入服务；“ＵＪＳｔｅａｃｈｅｒ”用于为在职教职工
手持设备提供无感知的无线接入服务；

“ＵＪＳｇｕｅｓｔ”用于为外来人员、短期会议等提
供临时的无线网络服务。２．网络认证计费
系统升级到新版本（基于 Ｂ／Ｓ架构）。不但
增加了对 ＱｉｎＱ二层接入及 ＩＰｖ６认证计费
的支持，而且提供了更多基于上网时长、流

量的计费方式。３．进行ＰＵＰＶ（一个用户一
个ＶＬＡＮ）测试，从而减少网络用户间的相
互影响。基于 ＱｉｎＱ技术实现的 ＰＵＰ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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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区 Ｃ区７栋已完成用户接入、认证、计
费的全部测试，效果良好。４．校园网络出
口带宽升级。办公区联通网络带宽（Ｗｅｂ
认证接入）由５００Ｍ提升到１０００Ｍ，解决了
办公区上网高峰期网络拥塞的问题。５．Ｃ
区７、８、９栋安装接入一卡通洗衣机控制等
相关设备；圈存机开通工商银行自助建立

对应关系，开通自助领取补助功能。６．配
合保卫处完成学校大门交通门禁系统改造

升级，新增家属区４区大门和新北门道闸系
统。７．配合后勤处完成教学办公区 １７栋
楼宇的门禁系统工程建设，完成节能减排三

期工程建设，新接入学工处、教务处、国家水

泵中心等９个部门，目前接入节能减排用集
中器１５４个、交换机１０７台。
【数字化校园建设与管理】 １．完成人事管
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房产管理系统、档案

管理系统的对接整合工作。规范和梳理公

共数据管理流程，提高了数据资产的质量，

为建设学校数据仓库和数据分析平台奠定

了基础。２．研发基于微信企业号的综合、
统一、安全的一站式校园移动应用平台。平

台集成了学校统一身份认证、信息门户、教

务系统、教学平台、邮件系统、一卡通系统等

多个业务系统，师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校园

信息。３．完成中文主页的改版并上线运
行，协助国际处完成学校英文主页改版工

作。推广ｕＣＭＳ通用网站“站群系统”的应
用，规范学校各部门网站的建设和管理，提

升了网站的整体安全。４．开通学生邮件系
统，实现了学生每人一个邮件账号。完成教

师邮箱扩容的工作，并考察了校友终身邮件

的建设和管理方案。５．配合保卫处完成校
园安防系统一期建设及预验收。

【高性能计算平台与云平台建设】 １．完成
了校级高性能计算硬件平台的方案规划和

招标采购，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高性能计

算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应的高性能计算培训也

积极进行筹备。２．完善云计算平台，实现了
云存储实时镜像备份和虚拟机增量备份，建

立了云计算平台的灾备应急方案。规范虚拟

机托管的管理制度，加强虚拟机的安全管理。

【多媒体教学与管理】 １．推动基于开源的
在线教学平台的应用。联合海外教育学院

在Ｓａｋａｉ平台上开设面向国际化的本科生、
研究生在线课程，已建设在线课程近４０门。
２．将国外样板慕课课程引入教学资源网
中，完成教学资源网的更新和维护工作。

３．完成３个自动化高清录播教室的视频录
制，共为１２个学院录制了１７门视频课程，
共计１０６５学时。４．完成马克思主义学院、
外国语学院、管理学院、教务处等部门的各

类课程教学比赛，录播教室视频编辑和微课

程的拍摄制作等相关视频的拍摄制作任务，

共完成录制编辑工作１３０多学时。
【网络与信息安全】 １．落实信息安全管理
制度。定期对网站、应用系统、数据库等信

息系统进行安全巡检。２．贯彻江苏省教育
厅和镇江市公安局的文件精神，开展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做好学校各部门信息

系统的定级备案、安全评估。３．定期对责
任人工作进行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或已

发生安全事件的信息系统及时发放整改意

见并监督其整改。

【日常用户服务】 １．重要系统保障与服
务。随着学校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

系统逐年增加，对基础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求不间断服务。运行监控关键系

统包括邮件、ＤＮＳ、ＤＨＣＰ、ＩＤＳ、信息门户、共
享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一卡通系统、江

大主页等公共服务系统。职能部门管理系

统３０多个，学校主页、信息公告网、各部门
二级网站的技术维护，全校二级网站的数量

已经达到１３９个。２．校园网用户及一卡通
的日常管理与服务。保障全校与一卡通对

接的十多套软硬件系统正常运行。保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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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４校区 ３００多台 ＰＯＳ机、８００多个水控
点、７个商务网关、９个充值点、６个综合业
务服务点的正常运行。３．校园网运行、管
理与服务。管理及维护全校１５００多台网
络交换设备、近４万个信息点、服务器（１００
多个网站），以及十几个关键业务系统，保证

校园网服务的正常运行，保障教学办公区、

学生宿舍区、教工宿舍区的网络畅通。

４．多媒体教学保障与服务。完成４１个多
媒体教室的设备更新工作。完成３７６个多
媒体教室３０．７万学时、２个报告厅３５２学时
的多媒体教学保障任务。受理２５１８学时
多媒体教室借用的工作。配合教务处完成

学校微课比赛的技术支持工作。５．全校各
部门业务系统协调及保障。如校办的办公

系统、财务处的财务系统、教务处的教务系

统、研究生处的研究生管理系统、后勤集团

的采供系统、后勤处的公寓门禁系统与节能

减排系统、保卫处的校门禁系统、安防视频

监控系统及消防联动等３０多个信息系统。
【弱电管理】 １．完成新建弱电项目的系统
审核、新建大楼的联网工作和部分大楼网络的

改建、扩建工作。审核包括江大（静湖）青年周

转公寓、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成教楼一楼（分析

测试中心）、流体机械研究所、学生区Ｃ区７、８、
９栋留学生公寓改造和行政一号楼附楼改造
工程等弱电设计方案。完成学生Ｃ—８、Ｃ—９
海外公寓门禁安装和接入；完成老图书馆六

楼智能化改造；完成能源研究院、植物工厂、

老计算中心、新后勤楼弱电接入；完成新接

入能源研究院、管理学院经管实验中心等３００
多个信息点。２．对运营商楼顶基站、机房等
情况进行了巡检核查，规范运营商在校内新

建项目、维修、维护等工作，加强监督，严格审

查，并做好备案工作。梳理运营商租用学校

资源的收费落实情况。３．配合学校加强教
学秩序管理，梳理主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的

移动无线和手机信号分布情况。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园网建设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有数量 新建数量 现有总数 新建部分用途 备注

１ 信息点 ３８８７１ ２７７ ３９１４８ 材料实验楼、档案馆、后勤服务集

团、植物工厂、能源研究院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５８．５ ２．５ １６１ 植物工厂、档案馆、后勤服务集团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６ ０ ６

４ 节点交换机

２３ ０ ２３ 校园网

１ ０ １ 安防一期

８ ０ ８ 节能减排

１ ０ １ 一卡通

０ ２ ２ 无线网 无线网

５ 接入交换机

８９１ ６ ８９７ 团委、京江学院 校园网

９６ １１ １０７ 国家水泵中心等
节能减排

三期

２１ ２ ２３ 家属区４区大门、新北门 安防一期

１３ ０ １３ 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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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有数量 新建数量 现有总数 新建部分用途 备注

５ 接入交换机

０ ２０３ ２０３ 无线网ＰＯＥ交换机 无线网

０ ２８３３ ２８３３ 无线ＡＰ 无线网

２５２ １０ ２６２ 材料试验楼、能源研究院、档案馆、

植物工厂
设备自购

６ 边界路由器 ４ ０ ４

７ 防火墙 ６ １ ７ Ｗｅｂ防火墙 虚拟防火墙

８ 联网校区 ５ ０ ５

９ 联网教学、办公、

实验楼
８２ ２ ８４ 植物工厂、材料实验楼

１０ 联网学生公寓 ６０ ０ ６０

１１ 联网教工宿舍 ５８ ０ ５８

１２ 自有服务器 ５４ ２５ ７９ 高性能计算２５台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４３ ０ ４３

１４ 自有应用系统 ７３ ２ ７５ 微信企业号、高性能计算平台

１５ 托管应用系统 ５５ １ ５６ 后勤门禁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公共多媒体教室统计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现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体

设备教室（个）
备注

校本部

三山楼 １０８ １０９４９ １０８ １０９４９ １５

三江楼 ５９ ６６６８ ５９ ６６６８ １４

主楼 ６ ５８０ ６ ５８０

主Ａ楼 ２５ ２６８２ ２４ ２４７２ ２ 拆除主Ａ１０１

机械楼 ４ ３６０ ４ ３６０

药学楼 ６ ７９３ ６ ７９３

医技楼 ９ ６４２ ９ ６４２ ９

医学楼 ９ ９６８ ９ ９６８

研究生楼 ３０ ５０９２ ３８ ５２２８

计算机楼 １０ ８６９ １０ ８６９ １

化学化工楼 ４ ３９１ １ １１６ 学院拆除

３个教室

电气学院楼 ４ ４５０ ４ ４５０

京江学院 ７９ ８９６７ ７９ ８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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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现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体

设备教室（个）
备注

北固校区

图书馆楼 ４ ４００ ４ ４００

综合楼附楼 ３ ３６０ ３ ３６０

外总楼 １ １２０ １ １２０

梦溪校区

理化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艺术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梦溪楼 １ ５０ １ ５０

总计 ３７２ ４１７４１ ３７６ ４１３９２ ４１

（撰稿人：舒洪红　核稿人：许晓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编号

网络信息点数（个）

计
其中：

无线接入

上网课程

数（门）

电子邮件系

统用户数

（个）

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总量

（ＧＢ）

数字资源量（ＧＢ）

计
其中：电

子图书

信息化培

训人次

（人次）

信息化工

作人员数

（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４３１７５ ４２０５ １３８ ５８９２ １４２０ ２０６０８ ７３０２ ３０ ３０

（撰稿人：沈　芳）

�¶(0

综述

【概况】 一年来，附属学校在江苏大学党

委和行政的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

导，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班子

全体成员顾全大局，同谋发展，带领全体教

职工，为全力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均衡发展

提供保障，为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服务、进一步推动附校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附校被评为镇江市“三八红旗先进集

体”、江苏省“巾帼文明岗”、江苏大学关心

下一代工作常态化建设合格单位，顺利通过

镇江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的评估验收。

２０１５年中考，热点高中（省镇中、一中）统招
生达线比例为５４．５４％，四星高中录取比例
为７４．５％，中考８门学科均分市属第一，总
均分市属第一。本着一切为学生成长的信

念，附校上下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解决

了部分教职工子女中午接送与回家吃饭困

难问题，２０１５年３月份试运行以来，受到了
学生、家长的普遍好评。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附校切实加强
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

党员讲学习、讲政治，开展“重温入党誓言”

“弘扬革命传统”专题活动。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的要求，

结合学校党风廉政建设活动、民主生活会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倡导艰苦奋

斗、厉行节约、勤俭务实、廉洁自律的良好风

尚，以“务实”“清廉”的作风推动附校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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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附校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

设，开好民主生活会，努力提高学校班子的

凝聚力和党员队伍战斗力，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廉

本色，为推进附校各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学科带头人、骨干

教师在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和示范辐射作用，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

聪明才智。２０１５年，王萌老师顺利晋升高
级教师，石红梅老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玉华老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２．附
校重视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在新

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附校全体教师顾全大

局，传承创新，团结力量，促进学校健康和谐

发展。班子全体成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班子的凝聚力、感

召力、决策力不断增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按照江苏大学部署，根据《江苏大学奖励性

绩效工资实施办法（暂行）》等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附校实际，在经过广泛的调研、征集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中小学分别制定了《奖

励性绩效考核方案》，为充分调动教职工的

积极性，逐步建立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

报酬的激励机制，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基。

附校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为

人师表、无私奉献的精神，加强对教师的职

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开展爱岗敬业、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廉洁从教等师德师风教育。

学校要求全体教师要以恪守《中小学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为基础，遵循“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爱岗敬业”的从

业准则，“道”“术”兼修，勤勉学习，扎实开

展研究，敢于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要求全体教师树立高度的服务意识，为教师

的成长搭台子、立梯子、指路子，为教师专业

化成长铺平道路。同时进一步健全学校管

理制度，对教职工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了严

格规范。根据工作需要，附校对教育教学管

理、考勤制度、工作纪律等制度进行修订并

陆续出台，做到管理有章可循。学校开展专

题学习，提高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加强教职

工专业学习，督促教师积极参加镇江市教育

局暑期的网络培训，并组织开展校本培训和

专题学习，鼓励教师参加省内外的专题研训

活动和“国培计划”等培训、公需知识培训、

教师心理健康专业培训等，２０１５年办公经
费中大部分都用于教师培训。

【教学工作】 １．抓好教学常规，强化管理
落到“实处”，严格执行省“五严”规定。本

学期附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严控学

生在校时间和学生作业总量；保证每天运

动一小时；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始终

做到五个“坚持”：坚持每周一次的教研组

长会；坚持“六认真”、检查月考核制度；坚

持行政每日巡课制度；坚持学生家庭作业

网上公示制度；坚持预约听课评课制度。

切实做好毕业班工作，抓好阶段性调研测

试，通过调研测试，既提升了学生的应试能

力、锻炼了学生的抗压能力，在提高教师的

命题水平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检查阶段教

学成果机会，为下一阶段教学工作提供教学

参考。继续做好培优补困工作，根据对六、

九年级毕业班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别召

开教师座谈会、学困生座谈会，征求师生意

见，带两头促中间，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成

长与进步。常规管理成于严格且贵在坚持，

以常规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来争创一流的

管理水平。２０１５年度在市、区两级教育、教
研部门的工作检查中，附校的教学管理获得

一致好评；中考成绩优异，２８人达镇中、一
中统招分数线，占学生数的５４．５４％，８门学
科均分市属第一，总均分市属第一；小学部

在京口区五年级英语阅读能力测试和江苏

省小学生学业水平测试中均获得区第一名

的好成绩。２．加强校本研修，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继续加强教研工作，强化问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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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努力把问题转化为课题，在教学中研究，

在研究中教学，及时总结教学中的得与失，

积极撰写教学论文和教学案例，做好各类课

题研究。各教研组能认真制订学期教研计

划，明确研究重点任务，一如既往地利用每

周一次固定的时间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研讨

等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重视师资队伍建

设，做好全体教师的各项继续教育培训工

作。２０１５年组织全体中学教师赴芜湖参加
了为期３天的暑期培训，全体小学老师赴南
京参加了为期５天的暑期培训，同时，还组
织全体教师参加市中小学教师的暑期远程

网络培训及２０１５公需知识的学习与考试，
组织教师观摩各级各类教学研究活动达

１１０余人次。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关心青
年教师的成长，开展青年教师与骨干教师师

徒结对活动，促进年轻教师的迅速成长，

２０１５年有２位青年教师获“市属骨干教师”
称号，有１位青年教师在市“新秀杯”赛课
活动中获市二等奖，有１位青年教师代表京
口区参加市级优质课展示活动，有１位青年
教师获“江苏省青年教师信息技术基本功竞

赛二等奖”。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为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２０１５年举办首届“和谐师生高
效课堂”家长开放日活动，所有班级所有课

堂面向家长开放，让家长走进课堂观摩教

学、参与评课。为期６天的活动全体教师共
开设４４节公开课，家长参与评课６００多人
次，好评率达 ９９％。教学科研再结硕果，
２０１５年度附校教师获奖论文２３篇，在京口
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比中，１项课题获科
研类一等奖，１名教师获指导类三等奖。
２０１５年度附校教师获批市级课题 ２项，在
研项目顺利结题 ４项。３．重视社团建设，
开展各类课外活动。小学部师生 １００％参
与到社团活动之中，共创建２４个社团，其中
７５％为体、艺类，如合唱、篮球、足球、国画、
剪纸、美食等。学生自由选择参加各类社

团。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为学生搭建展示

自己的舞台，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展现自己

才艺，找到自我价值，学生学会了交往与合

作，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兴趣，丰富多彩的学

生社团活动成为附校素质教育的一个新亮

点。继续开展“三江韵”读书节传统活动，

２０１５年成功举办第六届“三江韵”读书节暨
“吟诵爱国诗词，营造书香校园”经典诵读

比赛；继续推进“海量阅读”活动，通过开展

中华经典诵读，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打造“书香校园”。成功举办第八届“关爱

杯”英语演讲比赛、ＡＢＣ英语口语比赛和希
望英语比赛，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

积极性，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得益彰、相

辅相成。２０１５年附校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
赛并取得喜人成绩，在国家、省、市、区４级
所有学科的２２项比赛中，共有２３３人次获
奖，其中国家级３４人次，省级１０６人次，市
级６２人次，区级３１人次；同时还获得京口
区首届科技创新大赛团体一等奖，京口区小

学生羽毛球比赛获区团体第八名，京口区

３１届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及学生体质测试团
体第七名，镇江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市男子

甲组第二名和男子乙组第五名。

【学生工作】 １．扎实推进附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２０１５年度附校把心理健康教育的
定位主要放在“预防与发展”层面，克服师

资短缺等困难，立足“校本”，使“团体辅导

与训练”得以落实，以更有效地服务于学生。

在班主任层面进行培训、研究，以德育校本

教材《学校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为基础，

在班主任例会上，通过现场课的观摩、体验

与研讨，使班主任对团体辅导的认识得到提

高且逐步掌握了“团体辅导”时需要的技能

技巧和方法。２０１５年班班都进行过“团体
心理辅导”，普及率达到 ８５％。此外，有 ３
人参加“镇江市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资格认

证”的培训与考核，２人参加“共青团系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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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辅导员考核认证管理办公室资格认

证”培训与考核，４人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家长沙龙里坚持“团体辅导”的渗入，这是

家长非常乐于接受的方式，也是很有效的方

式，促进家长关注孩子分数的同时更关注孩

子的心灵健康和指导，帮助家长找到合适的

教育方式方法，使很多家长有意识、用心去

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学校大型活动、集

会适时渗入“团体辅导”，让“团体心理”辅

导辐射到教育的各个角落。国旗下的演讲；

毕业典礼、“六一”庆祝活动的舞台上都留

下了“团辅”的足迹，影响了更多的人。

２．重内涵与实效，班级特色活动的规格与
品质持续提升，班级活动系列化，坚持主题，

定期开展活动，如“新芽报”“我是小导游”

“四人小组学习模式”“家庭式管理模式”

“为我们的每天命名”等活动可以给学生以

终身记忆与烙印。班级活动社区化，充分利

用江大优势，走进实验室。如参观医学院实

验室、在食品学院做蛋糕和粽子、江大图书

馆的发现等一系列活动，对于开阔学生的眼

界、视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班级活动资源

化，家长志愿者发挥、利用其专业优势，在各

班级开展如“趣味化学小实验”“小小创业

家”“大手牵小手，心会和爱一起走”“创意

万圣节”等主题活动，让学生可以站在“高

处”，真正意义上走进第二课堂。３．附校大
型活动高效、高质展开。中学部开学典礼确

立目标，鼓舞人心，增强学生们的责任感与

自豪感，同学们在领取“开学护照”后，都纷

纷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感受传统习俗

体验中国年味”元宵节庆典里渗透了民族精

神教育，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

彩，使他们体验快乐、获得成就。《少年向上

真善美伴我行》读书征文、演讲活动系列化，

参与广，有影响，“真善美”深入心田。“社

会实践春、秋游活动”体现出附校德育“有

情趣、有品味、有成效”的宗旨。春天带学生

漫步在江大樱花园，体验情趣和品味；秋天

师生寻访红色足迹，到位于丹徒区宝堰镇的

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参观，接受生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清明扫墓、入队仪式活

动”缅怀先烈，感悟幸福，一年级少先队入队

教育有特色，由大队干部准备充分组织进

行；“五四”期间志愿者服务在行动：七年

级预备团员走进世业洲敬老院送温暖；八

年级与一年级孩子结对，聊天、游戏、讲故

事，培养社会责任感。４月１７日，句容后白
中学初二年级３３名参加公益创投“乐学园”
项目的部分学生，参观了江大校园，并和附

校中学部的预备团员进行了充满温暖的互

动交流，热烈的场面、爽朗的笑声，让人眼

热、心跳。“六一”庆典盛大、欢乐：精彩纷

呈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了孩子们的活泼个

性，同时也给每个孩子一个平等的机会，使

“六一”庆祝活动真正成为孩子们展示自己

的大舞台。“感恩、成长、攀登”中、小学毕

业典礼于７月３日隆重举行，附校领导、教
师、学生、家长参加了这次活动。师生告别、

家书、致谢、祝愿……会场上满满都是

“爱”。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２日，初一新生进
行了为期７天的军训活动。同学们用汗水
铸就坚强的意志力，用坚强的意志力挑战极

限，不断超越自我，展现出了自信、坚韧、合

作、进取的优秀品质。中学部学生通过申

报、论证答辩、招募成员、推选社长、邀请指

导老师等一系列流程，由学生自主组建了

１１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生社团。“趣味运动
会”本着“人人锻炼、全员参与”的宗旨，培

养学生不畏困难、团结协作的精神，以此师

生共同迎接新年到来。４．习惯养成教育坚
持不懈，并努力使其具有“美学特征”。培

养习惯应先了解特质，从而找到适合的策

略，挖掘孩子的强势以促使良好习惯的养

成。附校的细节教育目标在于“实效”，通

过切合实际的细节教育为孩子们的未来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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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２０１５年度继续着重“用眼睛与他人沟
通”“倾听”“有条理”“读写姿势”的培养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５．学生工作硕果累累：
班主任岗被命名为“省巾帼文明岗”；潘丽

玲老师被评为“市优秀班主任”；王萌老师

在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获市属学校一等奖、

镇江市三等奖，田静老师获京口区一等奖；

王伟微老师在“镇江好课堂”比赛中获初中

心育学科市属学校一等奖和镇江市二等奖；

４名学生获省级“江苏好少年”，１３名市级
“江苏好少年”，３名区级“美德少年”称号；
获２名江苏大学团委优秀学生干部，４名学
生获优秀团员称号；第１８届全国青少年五
好小公民“少年向上真善美伴我行”主题教

育活动征文比赛中，全国一等奖２名、二等
奖３名、三等奖５名；同时演讲比赛中京口
区一等奖１名、市属学校二等奖１名；区第
五届少儿故事创作比赛中二等奖１名；市
“劳模精神进校园活动”征文比赛中一等奖

２名、二等奖 ５名、三等奖 ８名。《毕业典
礼》《江大附校师生寻访红色足迹》《市属中

小学班主任心理沙龙在江大附校举办》等刊

登于《京江晚报》，周国强老师的《优化组织

合理构建》刊登于《山东少先队》。

【民主管理】 １．严于律己、团结廉政，科学
民主管理学校。一年来，附校领导班子团结

协作，相互补台，既有明确分工，又能团结协

调，围绕教育局和学校中心工作，戮力同心，

较好地完成附校的各项工作。２．进一步加
强依法治校和完善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机

制，坚持“个别酝酿，民主集中，会议决定”议

事制度，倡导廉洁奉公，公平、公正、公开；教

职工关心的评优评先、职称评聘、财务管理、

物资采购等热点问题，事前酝酿，民主推举，

事后通报，学校依托教职工大会制度，凡涉及

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让教职工拥

有知情权、通过权和决定权。３．学校坚持校
务公开，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经制度，开源

节流，量入为出，添置教学教研设施，盘活学

校内部资源。４．为解决部分小学生中午接
送与回家吃饭困难等问题，江苏大学党委高

度重视，在小学部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克服种

种困难，２０１５年３月份开始试运行以来，受到
江苏大学各界的广泛好评。５．附校加强工
会、关工委等工作。组织教师参加江苏大学

开展的各种体育健身活动，２０１５年附校教师
参加教职工运动会获得了团体总分第四名的

好成绩。章冬翠老师领衔的乒乓队荣获江苏

大学第四名，李琦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杜惠芳、郭明萍、

吴国梅、卢玉华、张正菁、徐兰青等６人获江
苏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称号。

【安全后勤工作】 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
理念，坚持开展常规安全检查整改活动，定

期开展常规安全检查活动，及时排除学校各

种安全隐患。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逃生

安全教育及演练，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急救

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及

自救逃生的能力。附校安保人员的安排、警

报系统的安装及校园监控设备的配备等工

作，经附校申请、江大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协

调，正在落实之中。２．后勤工作。以服务教
育教学为宗旨，以勤俭节约为原则，充分发挥

服务和保障作用。中小学塑胶操场铺设全部

完成，小学操场新装固定式篮球架１副，中学
操场更换了篮板和篮圈２副，更换了乒乓球
桌４张；机房进行了局部改造，添置计算机５
台；图书室新采购图书８７９册；中小学教室
内添置了储物柜；小学一年级配备了新的课

桌椅；校内五棵松绿地重新进行了绿化；新

装了３个直饮水龙头；认真做好小学部分学
生代伙各项工作，认真做好初始年级的校服

招标征订及调换工作。此外，处理报废了一

批破损的课桌椅及教学办公设备。

（撰稿人：连　利　核稿人：卢金星）


